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券商 新时代证券、光大证券、大同证券

30%

地产 光大证券、银泰证券、西南证券

30%

金融板块 银泰证券、西南证券

20%

高送转概念 申万宏源证券、新时代证券

20%

国企改革 民生证券

10%

大消费 银泰证券

10%

B

股、一带一路 大同证券

10%

低价股 申万宏源证券

10%

石化板块 信达证券

10%

券商名称 本周趋势 中线趋势 本周区间 本周热点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3950-4150

券商、高送转

东吴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信达证券 多 多

3900-4200

银行、石化

国都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五矿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西南证券 空 空

3900-4100

金融、地产等低估值板块

太平洋证券 多 多

3950-4100

消息面

光大证券 平 多

3950-4200

地产、券商

财通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申万宏源证券 多 多

3950-4200

高含权股

民生证券 平 多

3800-4100

国企改革

银泰证券 平 多

3900-4100

金融地产等低估值、大消费

大同证券 平 多

3850-4200 B

股、券商、一带一路

券商名称

本周

趋势

中线

趋势

本周

区间

下限

本周

区间

上限

下限偏

离上周

收盘价

程度

上限偏

离上周

收盘价

程度

市场情绪 星级

情绪

指数

综合

指数

申万宏源证券 多 多

3950 4200 -2.09% 4.11%

强烈看多

★★★ 75%

55.00%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3950 4150 -2.09% 2.87%

微弱看多

★★ 60%

信达证券 多 多

3900 4200 -3.33% 4.11%

微弱看多

★★ 60%

太平洋证券 多 多

3950 4100 -2.09% 1.63%

谨慎看多

★ 55%

光大证券 平 多

3950 4200 -2.09% 4.11%

谨慎看多

★ 55%

民生证券 平 多

3800 4100 -5.81% 1.63%

看平

○ 50%

银泰证券 平 多

3900 4100 -3.33% 1.63%

看平

○ 50%

大同证券 平 多

3850 4200 -4.57% 4.11%

看平

○ 50%

西南证券 空 空

3900 4100 -3.33% 1.63%

微弱看空

☆☆ 40%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

时间

本期流通

数量(万股)

已流通数

量(万股)

待流通数

量(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000725.SZ

京东方

A 2015-4-15 1184756.612335331.031059766.7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077.SH

和邦股份

2015-4-17 11109.49 41109.49 600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56.SZ

金科股份

2015-4-13 7400.80 99283.20 38570.8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97.SZ

炼石有色

2015-4-13 7858.55 33368.27 22599.7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06.SZ

海利得

2015-4-13 169.50 34288.99 10688.06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002003.SZ

伟星股份

2015-4-15 31.20 29359.38 4621.0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0733.SZ

振华科技

2015-4-17 7103.89 42915.89 4018.3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25.SZ

易世达

2015-4-13 2672.47 10351.98 1448.0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69.SZ

康达新材

2015-4-16 11721.62 18948.40 1051.6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012.SH

隆基股份

2015-4-13 22749.66 53852.40 927.2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520.SH

中发科技

2015-4-16 4085.00 15389.00 454.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70.SZ

华声股份

2015-4-16 11762.27 19783.25 216.7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017.SH

日照港

2015-4-13 44502.22 307565.39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68.SZ

奥马电器

2015-4-16 9300.00 16535.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2014年12月16日以来翻倍市场分布

2014年12月16日以来翻倍行业分布

2014年12月16日以来涨幅居前股票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区间涨跌幅

（%）

市盈率PE

(TTM)

市净率PB

(LF)

收盘价（前

复权，元）

所属申万一

级行业

300364.SZ

中文在线

681.75 201.82 19.66 76.69

传媒

601010.SH

文峰股份

501.67 89.46 10.78 21.48

商业贸易

300412.SZ

迦南科技

400.51 122.38 14.64 98.00

医药生物

603601.SH

再升科技

398.95 105.58 12.82 56.78

化工

601519.SH

大智慧

396.66 552.12 19.50 29.70

计算机

002622.SZ

永大集团

336.15 244.92 12.70 32.73

电气设备

002280.SZ

联络互动

324.47 320.50 67.29 75.45

计算机

300418.SZ

昆仑万维

323.37 104.46 14.73 123.75

传媒

300422.SZ

博世科

320.56 120.10 11.41 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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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50.SZ

华鹏飞

312.18 214.89 16.44 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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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39.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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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37 83.90 15.85 120.00

传媒

603678.SH

火炬电子

286.76 70.16 9.87 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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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766.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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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97 57.84 7.59 22.27

机械设备

300419.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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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73 121.19 12.80 158.38

计算机

002747.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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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8 82.84 9.74 37.21

机械设备

002178.SZ

延华智能

275.96 275.99 21.72 23.86

建筑装饰

002736.SZ

国信证券

275.00 52.45 7.88 31.50

非银金融

601021.SH

春秋航空

273.19 44.15 7.35 97.59

交通运输

601299.SH

中国北车

270.08 53.28 6.00 23.87

机械设备

300416.SZ

苏试试验

264.19 95.01 9.25 60.20

机械设备

000504.SZ

南华生物

263.96 506.11 -4791.71 25.95

传媒

601012.SH

隆基股份

263.06 118.83 10.84 63.68

电气设备

002326.SZ

永太科技

258.38 210.12 10.35 61.39

化工

002107.SZ

沃华医药

257.74 264.12 22.62 38.64

医药生物

000626.SZ

如意集团

248.63 42.19 15.13 48.46

商业贸易

300028.SZ

金亚科技

248.45 509.83 20.94 49.34

通信

000540.SZ

中天城投

246.17 37.18 8.53 13.85

房地产

002685.SZ

华东重机

245.87 854.66 12.65 50.29

机械设备

002195.SZ

二三四五

240.24 478.98 14.09 65.05

计算机

300433.SZ

蓝思科技

239.14 64.25 8.48 112.29

电子

601069.SH

西部黄金

228.79 95.49 6.91 16.90

有色金属

002738.SZ

中矿资源

228.44 95.77 7.04 35.80

采掘

300130.SZ

新国都

226.16 126.06 8.88 87.77

计算机

600288.SH

大恒科技

219.42 541.32 9.86 32.90

电子

002075.SZ

沙钢股份

219.40 758.89 11.28 17.12

钢铁

300268.SZ

万福生科

214.77 409.10 9.42 21.53

农林牧渔

300413.SZ

快乐购

214.18 100.45 10.71 41.00

商业贸易

300431.SZ

暴风科技

213.81 92.30 8.54 32.26

传媒

300341.SZ

麦迪电气

212.06 155.74 10.69 31.83

电气设备

002746.SZ

仙坛股份

211.71 85.14 3.87 23.69

农林牧渔

603686.SH

龙马环卫

211.31 68.52 9.81 66.62

机械设备

300410.SZ

正业科技

211.13 87.22 7.74 48.35

电子

3000点到4000点

233只股票上演翻倍行情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从2014年12月16日，大盘登

上3000点平台， 牛市开启新征

程，随后大盘一路上行，上周更

是时隔七年再度站上了4000点。

从3000点到4000点这段时间内，

沪深两市共233只股票的涨幅超

过了100%，将A股的财富效应体

现的淋漓尽致。 从这些翻倍股的

特征来看，中小板和创业板中的

新兴产业板块占据多数，此类品

种暗示新兴产业仍是牛股集中

营，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233股股价翻倍

自2014年7月底以来，A股

市场由熊走牛， 指数不断上演

“新高秀” ， 大盘于2014年12月

16日冲上3000点平台， 从2000

点到3000点， 沪综指耗时5个多

月的时间。 上周大盘再度强势上

攻，大涨4.41%，站上4000点关

口，最高触及4040.35点，宣告牛

市开启新征程，不过这次的千点

上攻只用了4个多月， 行情出现

了明显的加速。

从3000点到4000点期间，

沪深两市共有233只股票涨幅超

过100%，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牛

市牛股。 其中中文在线和文峰股

份涨幅超过500%，而迦南科技、

再升科技、大智慧、永大集团、联

络互动、昆仑万维、博世科和华

鹏飞的涨幅也超过了300%。

从股价构来看，据Wind资讯

统计，截止到4月10日，这233只

股票中，全通教育、金天利、三联

虹普等18只股票的收盘价超过

100元，收盘价在50元到100元之

间的股票有59只，收盘价在20元

到50元的股票有114只， 低于20

元的股票有42只。由此来看，中高

价股的数量较多， 显示在牛市中

资金的风险偏好相对较高， 并不

畏惧高价股的高位回调风险。

从这233只股票的市场分布

来看，上证主板有66只，深证主

板有22只，创业板有84只，中小

企业板有61只。创业板和中小板

中的翻倍股数量显著高于主板，

小盘股再次成为牛市中的“造富

基地” 。

从这233只翻倍股的行业分

布来看，计算机、机械设备和化工

板块的股票数量居前，超过20只，

分别为28只、27只和21只。 值得

注意的是，翻倍股数量超过10只

的行业有10个，其中来自计算机、

电气设备、 电子等新兴产业板块

占到了一半， 显示新兴产业中的

股票上演翻倍行情的概率更大。

新兴产业风头仍盛

从这些翻倍股的特征来看，

中小板和创业板中的新兴产业

板块占据多数，成为牛股“集中

营” 。 不过此类品种当前面临的

一个最大问题便是估值高企，这

233只翻倍股的平均市盈率超过

了100倍， 而过高的估值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其上行空间。

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周期类

品种的市场表现。 但经济增速下

行的背后将是经济结构发生改

变，新兴产业的崛起将是经济的

新特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到了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改革

的风潮将吹向新兴产业。 随着产

业扩张、技术进步和应用的逐渐

普及， 部分产业将迎来爆发期，

2015年料将是新兴产业的丰收

年，行业景气度的提升不仅会提

升小盘成长股的整体估值水平，

还将提振新兴行业中上市公司

的业绩，届时小盘成长股有望迎

来戴维斯双击。

此外，2015年新兴产业发展

政策出台的力度和频度有望保

持在较高水平，前期的政策规划

推动领域的投资增加将在2015

年进一步显现，信息消费、互联

网金融、网络安全、智能家电、环

保等概念有望持续发酵，新兴产

业仍将是改革的“排头兵”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兴产

业板块中的股票同样良莠不齐，

部分品种只是热衷于讲故事，而

缺乏真正的业绩来支撑，容易引

发股价的大幅调整。 不过业绩超

预期、股价尚未爆发的新兴产业

股中的 “真金” 则有望穿越周

期，成为下一阶段新牛股。

2014年12月16日以来翻倍市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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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只股票上演翻倍行情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从2014年12月16日，大盘登

上3000点平台， 牛市开启新征

程，随后大盘一路上行，上周更

是时隔七年再度站上了40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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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隔七年再度站上了4000点。

从3000点到4000点这段时间内，

沪深两市共233只股票的涨幅超

过了100%，将A股的财富效应体

现的淋漓尽致。 从这些翻倍股的

特征来看，中小板和创业板中的

新兴产业板块占据多数，此类品

种暗示新兴产业仍是牛股集中

营，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233股股价翻倍

自2014年7月底以来，A股

市场由熊走牛， 指数不断上演

“新高秀” ， 大盘于2014年12月

16日冲上3000点平台， 从2000

点到3000点， 沪综指耗时5个多

月的时间。 上周大盘再度强势上

攻，大涨4.41%，站上4000点关

口，最高触及4040.35点，宣告牛

市开启新征程，不过这次的千点

上攻只用了4个多月， 行情出现

了明显的加速。

从3000点到4000点期间，

沪深两市共有233只股票涨幅超

过100%，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牛

市牛股。 其中中文在线和文峰股

份涨幅超过500%，而迦南科技、

再升科技、大智慧、永大集团、联

络互动、昆仑万维、博世科和华

鹏飞的涨幅也超过了300%。

从股价构来看，据Wind资讯

统计，截止到4月10日，这233只

股票中，全通教育、金天利、三联

虹普等18只股票的收盘价超过

100元，收盘价在50元到100元之

间的股票有59只，收盘价在20元

到50元的股票有114只， 低于20

元的股票有42只。由此来看，中高

价股的数量较多， 显示在牛市中

资金的风险偏好相对较高， 并不

畏惧高价股的高位回调风险。

从这233只股票的市场分布

来看，上证主板有66只，深证主

板有22只，创业板有84只，中小

企业板有61只。创业板和中小板

中的翻倍股数量显著高于主板，

小盘股再次成为牛市中的“造富

基地” 。

从这233只翻倍股的行业分

布来看，计算机、机械设备和化工

板块的股票数量居前，超过20只，

分别为28只、27只和21只。 值得

注意的是，翻倍股数量超过10只

的行业有10个，其中来自计算机、

电气设备、 电子等新兴产业板块

占到了一半， 显示新兴产业中的

股票上演翻倍行情的概率更大。

新兴产业风头仍盛

从这些翻倍股的特征来看，

中小板和创业板中的新兴产业

板块占据多数，成为牛股“集中

营” 。 不过此类品种当前面临的

一个最大问题便是估值高企，这

233只翻倍股的平均市盈率超过

了100倍， 而过高的估值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其上行空间。

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周期类

品种的市场表现。 但经济增速下

行的背后将是经济结构发生改

变，新兴产业的崛起将是经济的

新特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到了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改革

的风潮将吹向新兴产业。 随着产

业扩张、技术进步和应用的逐渐

普及， 部分产业将迎来爆发期，

2015年料将是新兴产业的丰收

年，行业景气度的提升不仅会提

升小盘成长股的整体估值水平，

还将提振新兴行业中上市公司

的业绩，届时小盘成长股有望迎

来戴维斯双击。

此外，2015年新兴产业发展

政策出台的力度和频度有望保

持在较高水平，前期的政策规划

推动领域的投资增加将在2015

年进一步显现，信息消费、互联

网金融、网络安全、智能家电、环

保等概念有望持续发酵，新兴产

业仍将是改革的“排头兵”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兴产

业板块中的股票同样良莠不齐，

部分品种只是热衷于讲故事，而

缺乏真正的业绩来支撑，容易引

发股价的大幅调整。 不过业绩超

预期、股价尚未爆发的新兴产业

股中的 “真金” 则有望穿越周

期，成为下一阶段新牛股。

2014年12月16日以来翻倍行业分布

3000点到4000点

233只股票上演翻倍行情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从2014年12月16日，大盘登

上3000点平台， 牛市开启新征

程，随后大盘一路上行，上周更

是时隔七年再度站上了4000点。

从3000点到4000点这段时间内，

沪深两市共233只股票的涨幅超

过了100%，将A股的财富效应体

现的淋漓尽致。 从这些翻倍股的

特征来看，中小板和创业板中的

新兴产业板块占据多数，此类品

种暗示新兴产业仍是牛股集中

营，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233股股价翻倍

自2014年7月底以来，A股

市场由熊走牛， 指数不断上演

“新高秀” ， 大盘于2014年12月

16日冲上3000点平台， 从2000

点到3000点， 沪综指耗时5个多

月的时间。 上周大盘再度强势上

攻，大涨4.41%，站上4000点关

口，最高触及4040.35点，宣告牛

市开启新征程，不过这次的千点

上攻只用了4个多月， 行情出现

了明显的加速。

从3000点到4000点期间，

沪深两市共有233只股票涨幅超

过100%，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牛

市牛股。 其中中文在线和文峰股

份涨幅超过500%，而迦南科技、

再升科技、大智慧、永大集团、联

络互动、昆仑万维、博世科和华

鹏飞的涨幅也超过了300%。

从股价构来看，据Wind资讯

统计，截止到4月10日，这233只

股票中，全通教育、金天利、三联

虹普等18只股票的收盘价超过

100元，收盘价在50元到100元之

间的股票有59只，收盘价在20元

到50元的股票有114只， 低于20

元的股票有42只。由此来看，中高

价股的数量较多， 显示在牛市中

资金的风险偏好相对较高， 并不

畏惧高价股的高位回调风险。

从这233只股票的市场分布

来看，上证主板有66只，深证主

板有22只，创业板有84只，中小

企业板有61只。创业板和中小板

中的翻倍股数量显著高于主板，

小盘股再次成为牛市中的“造富

基地” 。

从这233只翻倍股的行业分

布来看，计算机、机械设备和化工

板块的股票数量居前，超过20只，

分别为28只、27只和21只。 值得

注意的是，翻倍股数量超过10只

的行业有10个，其中来自计算机、

电气设备、 电子等新兴产业板块

占到了一半， 显示新兴产业中的

股票上演翻倍行情的概率更大。

新兴产业风头仍盛

从这些翻倍股的特征来看，

中小板和创业板中的新兴产业

板块占据多数，成为牛股“集中

营” 。 不过此类品种当前面临的

一个最大问题便是估值高企，这

233只翻倍股的平均市盈率超过

了100倍， 而过高的估值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其上行空间。

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周期类

品种的市场表现。 但经济增速下

行的背后将是经济结构发生改

变，新兴产业的崛起将是经济的

新特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到了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改革

的风潮将吹向新兴产业。 随着产

业扩张、技术进步和应用的逐渐

普及， 部分产业将迎来爆发期，

2015年料将是新兴产业的丰收

年，行业景气度的提升不仅会提

升小盘成长股的整体估值水平，

还将提振新兴行业中上市公司

的业绩，届时小盘成长股有望迎

来戴维斯双击。

此外，2015年新兴产业发展

政策出台的力度和频度有望保

持在较高水平，前期的政策规划

推动领域的投资增加将在2015

年进一步显现，信息消费、互联

网金融、网络安全、智能家电、环

保等概念有望持续发酵，新兴产

业仍将是改革的“排头兵”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兴产

业板块中的股票同样良莠不齐，

部分品种只是热衷于讲故事，而

缺乏真正的业绩来支撑，容易引

发股价的大幅调整。 不过业绩超

预期、股价尚未爆发的新兴产业

股中的 “真金” 则有望穿越周

期，成为下一阶段新牛股。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巨震中上行 沪综指站上

4000

点

上周沪综指在 “巨震” 中

上行，成功站上4000点。 上周

二沪综指节前延续升势； 周三

触碰4000点后回落，但随后震

荡回升收红； 周四盘中一度大

幅跳水，尾盘企稳回升，日内振

幅达百点；周五稳步上行，收盘

站上4000点。 至此，沪综指上

周累计上涨4.41%，周K线收出

五连阳。

面对即将到来的打新潮，上

周沪综指虽然大幅震荡，但重心

步步上移， 凸显当前牛市格局。

流动性宽松和改革红利的持续

释放，令市场依然存在强势的基

础；增量资金的跑步进场，造就

了市场成交的火爆，也使得行情

弹药充足，即便盘中跳水也有新

资金勇敢搏反弹；而随着改革深

入推进，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相

关产业利好不断出台，将持续赋

予市场活力，“一带一路” 、“互

联网+” 、区域发展战略、国企改

革、 环保等主题投资此消彼长；

管理层对牛市的肯定，也令市场

信心得以进一步夯实。

不过本周将有30只新股集

中发行， 短期资金面将承压，预

计沪综指将出现波动。 尽管打新

带来的分流压力无法回避，但这

仅是阶段性扰动，打新资金回流

后仍将继续推升市场上行。 值得

一提的是，在当前火热的牛市氛

围下，打新的吸引力实际上较前

两个月有所下降，这有望削弱资

金分流对二级市场的冲击，使得

指数调整空间有限。

总体来看， 市场进入“4时

代” ，开启了牛市的新篇章，大盘

蓝筹股当前估值合理，在政策暖

风吹拂下，上证综指将延续上行

趋势；不过短期鉴于新股发行扰

动，指数震荡在所难免。 操作上，

对于前期涨幅较大的品种可适

当锁定利润，并借助市场回调机

会逢低布局优质品种。（李波）

业绩爆发 非银行金融板块大涨

10.07%

在业绩爆发助力下，券商股

上周集体爆发，申万非银金融指

数大涨10.07%，在28个申万一级

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

券商股带来了扎扎实实的

“靓丽” 业绩为其火爆行情打下

了铺垫。 22家上市券商中，有19

家已发布2014年度的业绩报表，

其中14家券商净利润较上年增

长一倍以上。 19家券商合计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1.52亿元， 同比增幅达到1.12

倍，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其中广

发证券3月净利润10.6亿元，环比

大增184%，预计一季度归属净利

24.7-25.7亿元， 同比大增199%

-211%；国信证券3月净利润16.2

亿元，环比大增198%，前三月累

计净利29.5亿元；西部证券3月净

利润2.9亿元，环比大增538%，前

三月累计净利5.2亿元，同比大增

556%；太平洋证券3月净利润1.4

亿元，环比大增146%，前三月累

计净利2.5亿元，同比大增298%。

这些券商上市公司均表示，

火热行情和证券市场持续创新

发展， 促使公司投资银行业务、

证券自营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

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及利息收入

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增幅。

从目前来看，新增开户数连

续增加，增量资金入场步伐并未

放缓，A股的成交额持续维持在

万亿元之上，对于券商经纪业务

构成直接利好。 此外，证券行业

创新发展的制度建设正进入落

实阶段，信用类业务延续扩张步

伐，沪港通发展空间巨大，深港

通开通在即， 注册制提上日程，

T+0被市场憧憬，创新业务为证

券公司提供新活力。（徐伟平）

政策助力 智慧医疗指数大涨

11.66%

上周，医药板块在巨震乱世

之中强势崛起，周五沪深两市大

盘双双大涨之时，医药板块更是

强势领跑。 由此， 智慧医疗、抗

癌、生物疫苗、医药电商等一系

列概念随之起舞。 其中，智慧医

疗板块周五大涨3.09%， 由此一

周涨幅达到了11.66%，位居概念

涨幅榜首位。 行业迎来政策利好

以及当前凸显的防御特质，均使

得医药股在当前的投资价值显

现，受到资金追捧。

消息面上，医药相关利好近

期集中发布。 先有3月30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医疗卫生服务规

划纲要，医疗器械服务板块涨幅

坐上首席；后有4月1日公立医院

改革获深改小组审议通过。 而

且，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

日前发布《关于开展高通量基因

测序技术临床应用试点单位申

报工作的通知》， 指出已经开展

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且符合申

报规定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申

请试点。 不仅如此，国家卫生计

生委4月10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

会，表示癌症防治是一项很艰巨

的任务，卫计委在会同有关部门

组织专家研究制定2016-2025

年癌症防治中长期防治规划。

在迎来政策驱动力的同时，

补涨效应也正在支撑行情演绎。

随着沪综指站上4000点以及新

一轮新股的发行，市场震荡料将

加剧，在此背景下，攻守兼备的

医药板块的关注度有所提升。 中

金公司认为，当前阶段进入市场

的资金更多来自赚钱效应和情

绪效应带动的大量中小投资者，

短期成长股的上行趋势不会轻

易结束；同时，近期医药主题基

金密集发布，基金经理必须考虑

年度排名对涨幅确定性的要求，

因此其可能利用当前的大分化

配置价值股， 建议配置医药蓝

筹，重视白马股。（张怡）

急跌急拉 创业板指小涨

3.13%

创业板指上周可谓跌宕起

伏，从周一的小涨到周二的凌厉

下挫， 周三的深V反转到周四的

强势再现，创业板指在2500点附

近展开了激烈的多空争夺，指数

形成短期顶部态势，此前持续小

涨的格局被巨震中断。 周五，创

业板指低开后震荡走高，最终收

报2552.83点，上涨2.26%，重回

2500点上方，距离周三创下的历

史新高2568.09点仅一步之遥，

基本收复周三失地，个股涨停潮

再现。

实际上，创业板今年以来持

续演绎新高神话，涨幅已经超过

了73%。 期间虽然有数次波动调

整，但往往很快化险为夷再续升

势， 由此市场做多信心日益高

涨。 不过，此次创业板急跌急拉

行为十分明显，形成了惊天大逆

转走势；而与此同时，港股和B股

的暴涨显示出资金显然正在开

辟新的阵地。 在资金充裕、积极

入市的背景下，这种态势的显现

或许形成资金分流的短期效应

不明显，但依然十分值得警惕。

从技术层面分析，市场分析

人士认为，历史上有过类似的高

位长下影线的吊颈线，这是危险

的变盘信号，后市指数还会再度

回探该下影位置，一般来说吊颈

线的长下影是主力的诱多和自

救，因此长下影往往是调整将要

开始的信号。

在“改革牛”的大背景下，新

兴产业依旧方兴未艾， 创业板震

荡上行的格局还将延续。不过，短

期过于丰厚的获利盘、 低估值板

块的资金分流、 指数高位震荡格

局等，将使得创业板指短线受制。

而且，下周新一轮打新潮来袭，预

计短期创业板指数波动将加剧，

个股分化也将更加明显。 在这种

情况下， 投资者应该顺势降低涨

幅已大的创业板个股的仓位，等

待低吸良机。（张怡）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

一周多空分析

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

资金分流加剧短期市场风险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4家看多，4家看平，1

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5.0%，较清明节前回升5.5个百

分点，重新回到50多空平衡线上

方，表明市场仍处于多头氛围之

中。与上周相比，共有1家机构改

变了对大盘短期走势的看法：

多→平，民生证券对本周趋势由

看多转为看平，对中线仍维持看

多不变。

多头代表申万宏源证券认

为本周虽有30只新股集中发行，

但增量资金大量涌入，大盘有望

继续震荡走强，持股和申购都是

不错的选择。 对于周三将公布的

重要经济数据，市场已通过PMI

等先行指标消化充分，因此不必

担忧，若有局部亮点反成为助推

剂。 后市投资者需关注管理层对

市场的态度以及资金的供求关

系情况。

同样建议持股待涨的新时代

证券分析称，3月经济有企稳回升

的迹象，尚需政策继续发力，预计

二季度降准降息概率较大。 政府

在不断推出稳增长项目的同时，

也在为企业减负， 这增强了市场

信心。“互联网+” 和“证券+” 是

经济创新和A股牛市的双翼，本

周市场振幅或加大， 但总体上还

维持震荡攀升格局。

信达证券和太平洋证券仍

看多本周趋势，前者强调A股牛

市十足，建议投资者大胆做多。

后者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不会改变， 且二

季度政策放松有望进一步加

码， 权益类资产的吸引力不会

比理财产品和房地产差。 通过

近4年的走势观察，四月份一般

是市场验证经济数据的时间节

点， 因此预计二季度初期可能

出现调整， 但投资者应视其为

布局良机，A股市场的中长期走

势仍然值得看好。

对本周持看平观点的大同

证券表示资金向H股和B股流动

以寻找估值洼地，一方面会使得

A股资金从中小板、创业板流向

估值相对较低的蓝筹品种，另一

方面或使得后市AH、AB股之间

形成联动， 交替推动彼此表现。

对于创业板，大同证券认为已进

入“做头”阶段，建议投资者“且

战且退” 。 银泰证券同样认为资

金的分流使得两市上行压力逐

步增大， 本周中证500股指期货

将挂牌交易，对中小市值个股产

生更为直接压力，因此建议投资

者对中小市值品种逢高减持。

光大证券指出创业板上周

四的回撤达到5.43%， 而历史上

当日回撤5%以上并最终翻红告

涨的交易日仅在2013年出现过

一次。但从技术形态上看指数仍

处于上升通道，剧烈波动是正常

现象，建议投资者顺势而为。

民生证券提示投资者需密

切关注本周量能的变化，若在震

荡中量能依然较高，则市场尚属

正常，否则要注意市场的调整风

险。西南证券认为本周新股密集

发行、 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以

及两个股指期货挂牌交易将分

流机构资金，同时对中小市值品

种形成利空，建议投资者降低仓

位，回避系统性风险。

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

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

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西南证券研发中心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

起始日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涨跌

幅（%）

区间换手

率（%）

002736.SZ

国信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8 2181097.1363 24.02 62.12

600958.SH

东方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 1773718.1341 29.38 67.11

601766.SH

中国南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8 1568919.8359 20.97 6.04

601299.SH

中国北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7 1341546.4678 32.32 5.67

002673.SZ

西部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8 1126850.6741 22.40 30.98

000712.SZ

锦龙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7 1004824.3189 29.48 34.20

600601.SH

方正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 899861.2610 28.42 38.25

600401.SH

海润光伏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3 770810.3757 33.03 61.40

000656.SZ

金科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3 761367.5666 27.58 27.18

000001.SZ

平安银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10 633964.8863 10.00 3.40

002736.SZ

国信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8 591120.5345 10.00 18.11

000078.SZ

海王生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7 552885.4001 22.29 42.15

601010.SH

文峰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3 513568.7875 33.09 16.56

600655.SH

豫园商城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 459827.7990 27.99 18.27

000046.SZ

泛海控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3 454229.6814 26.18 6.04

002269.SZ

美邦服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3 453861.7360 33.14 21.70

300168.SZ

万达信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7 444325.7934 22.69 9.45

300055.SZ

万邦达 振幅值达

15% 2015-4-7 434657.8117 0.19 17.31

002178.SZ

延华智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8 418016.2003 18.35 32.76

300055.SZ

万邦达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9 413691.2281 10.00 17.55

002673.SZ

西部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10 345503.5855 10.00 9.32

002337.SZ

赛象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8 319795.9923 10.02 25.40

000046.SZ

泛海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8 319557.7612 10.03 4.02

002673.SZ

西部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8 307342.2037 10.01 9.00

002223.SZ

鱼跃医疗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8 301615.6042 21.88 37.55

002269.SZ

美邦服饰 振幅值达

15% 2015-4-10 288368.5785 2.28 11.12

002123.SZ

荣信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到

30

倍且换手率累计达

20%

的证券

2015-4-8 286719.3006 2.83 30.45

002123.SZ

荣信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4-8 286719.3006 2.83 30.45

600353.SH

旭光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8 283410.7819 23.48 57.73

300433.SZ

蓝思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5-4-7 279920.9978 2.46 39.48

002739.SZ

万达院线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7 278693.0693 24.31 41.14

002064.SZ

华峰氨纶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7 275282.0041 21.19 25.99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当日

收盘价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300055.SZ

万邦达

2015-4-8 43.38 -10.00 43.98 1,800.00 78,084.00

300055.SZ

万邦达

2015-4-9 39.58 -10.00 48.38 1,875.92 74,248.91

002269.SZ

美邦服饰

2015-4-9 21.15 -10.00 25.85 1,780.00 37,647.00

601010.SH

文峰股份

2015-4-10 17.58 -9.98 21.48 2,000.00 35,160.00

600673.SH

东阳光科

2015-4-9 23.37 -7.99 25.60 1,282.00 29,960.34

600401.SH

海润光伏

2015-4-8 10.71 -10.00 13.09 2,600.00 27,846.00

002096.SZ

南岭民爆

2015-4-10 21.78 1.40 23.63 1,253.00 27,290.34

600873.SH

梅花生物

2015-4-7 8.95 -5.19 9.42 3,000.00 26,850.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4-9 11.44 -2.80 11.97 2,300.00 26,312.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4-8 11.38 -2.82 11.77 2,300.00 26,174.00

600397.SH

安源煤业

2015-4-10 8.59 -6.12 9.54 2,950.00 25,340.50

002154.SZ

报喜鸟

2015-4-7 15.55 -5.01 17.31 1,500.00 23,325.00

002269.SZ

美邦服饰

2015-4-9 21.15 -10.00 25.85 1,030.00 21,784.50

002175.SZ

广陆数测

2015-4-8 63.00 -10.00 77.00 341.00 21,483.00

600383.SH

金地集团

2015-4-9 10.22 -10.04 12.16 2,000.00 20,440.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4-7 11.27 -2.76 11.71 1,600.00 18,032.00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5-4-7 29.45 -9.99 35.99 610.00 17,964.50

600282.SH

南钢股份

2015-4-10 5.15 -3.92 5.90 3,480.76 17,925.91

601186.SH

中国铁建

2015-4-9 16.94 -9.99 18.02 1,046.00 17,719.24

601010.SH

文峰股份

2015-4-10 17.58 -9.98 21.48 1,000.00 17,580.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4-7 11.27 -2.76 11.71 1,500.00 16,905.00

601515.SH

东风股份

2015-4-10 16.84 -1.81 17.36 1,000.00 16,840.00

601788.SH

光大证券

2015-4-7 28.98 -7.74 32.19 569.00 16,489.62

002269.SZ

美邦服饰

2015-4-9 21.15 -10.00 25.85 760.00 16,074.00

600488.SH

天药股份

2015-4-10 9.21 -0.97 9.45 1,700.00 15,657.00

600068.SH

葛洲坝

2015-4-8 10.39 -0.29 10.60 1,500.00 15,585.00

600068.SH

葛洲坝

2015-4-7 10.21 -1.26 10.42 1,500.00 15,315.00

002220.SZ

天宝股份

2015-4-10 12.76 -9.95 14.79 1,200.00 15,312.00

600803.SH

新奥股份

2015-4-8 20.38 -6.81 21.01 700.00 14,266.00

600398.SH

海澜之家

2015-4-10 14.10 -2.22 14.46 1,000.00 14,100.00

000589.SZ

黔轮胎

A 2015-4-10 9.15 -2.24 9.41 1,500.00 13,725.00

000589.SZ

黔轮胎

A 2015-4-10 9.15 -2.24 9.41 1,500.00 13,725.00

A13

■ 责编：王威 电话：

010－63070231 E-mail:zbs@zzb.com.cn

■ 2015年4月13日 星期一

数据/信息

ata·Information

D

交易异动表大宗交易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