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4500-4800

点

下周热点 蓝筹股

下周焦点 新股影子股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你平

下周区间

4600-4900

下周热点 中小板中的题材股

下周焦点 政策导向

市场步入“小满”时节

□新时代证券 刘光桓

本周沪深股市呈现震荡

攀升的格局。周初大盘最低下

探至30日均线受到支撑后，开

始重拾升势，虽然成交量并没

有明显放大， 但市场稳步走

高，连续收复整数关口。 周五

在部分打新资金解冻回流推

动下，大盘高开高走，再创新

高，量价齐升，人气旺盛。

基本面上，周四汇丰公布

5月中国制造业 PMI初值为

49.1，较上月终值48.9小幅回

升，创两个新高，显示中小制

造业企业形势有低位企稳的

迹象，但仍徘徊在枯荣线下。

流动性上， 央行在公开

市场上继续暂停操作， 虽然

本周有 IPO发行， 但市场资

金利率并未出现大幅上涨，

反而在低位运行，其中，隔夜

回 购 利 率 持 续 稳 定 在

1 .04%，7天期等其它期限回

购利率均波幅不大， 显示目

前市场资金面宽松。 从目前

经济通缩压力较大的情况

看， 未来降准降息仍然有较

大的空间。

技术面上，大盘已经形成

两个跳空缺口， 特别是周五

跳空向上突破4572点， 两市

合计成交近2万亿元，成交量

配合理想， 显示大盘再度形

成强势突破， 开始新一轮上

攻行情。

下周仍有巨额新股申购

将陆续解冻， 有望重新回流

到二级市场， 对大盘形成量

能支持，“一带一路” 、券商、

国企改革等蓝筹板块再度受

到资金的关注， 成长股也强

势不改。 目前的市场已步入

“小满” 时节，牛市格局还将

延续， 后市大盘有望向5000

点进发， 而创业板、 中小板

也有追赶甚至超越主板的强

劲势头， 不过也要时刻警惕

回避一些涨势过猛、 提前成

熟做顶的品种。 因此操作策

略上， 调整持仓结构， 大小

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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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强势五连阳

本周上证综指连续冲关，不仅突破了前期高

点，周五以

4658.27

点创下了

2008

年

2

月

21

日以来

的新高。 随着本周权重股的纷纷启动并发力，沪

市本周的交投活跃度也较此前显著放量。鉴于本

周沪指强势特征明显， 随着下周进入数据空窗

期、新股资金陆续解冻，指数短期仍将延续攻势。

创业板指：连创新高

创业板指数本周不断刷新历史新

高， 不过周五震荡调整， 止步于五连

阳，周涨幅为

11 .80%

。 从本周盘中频繁

出现跳水及周五的快速回调，短期创业

板的高位调整压力增大，内部分化将进

一步加剧。

轻工制造板块：强势领涨

本周权重股和小盘股交替领涨，

然而轻工制造板块以

14 . 10%

的周涨

幅显著跑赢其他行业板块，周内拾级

而 上 ， 周 五 放 量 站 上 历 史 新 高

4589 . 94

点 。 在相对稳固的行业基本

面背景下，该板块的长期配置价值依

然显著。

银行板块：涨幅垫底

本周申万银行指数以

5.64%

的周涨幅在

28

个

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表现垫底， 而这与本周公布

的经济数据低于预期预示有效需求短期仍难以快

速回升有关。但考虑到混业

+

分拆持牌经营试点名

单基建发布、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额度扩大及高股

息填权等利好因素，板块后续空间依然值得期待。

次新股板块：涨势强劲

本周新晋概念指数———

Wind

次新股板块

本周成为概念板块的黑马， 首周涨幅即达

26.49%

，在

116

个

Wind

概念板块中涨幅居首。 而

这与次新股的密集上市及上市后的强势表现密

切相关， 板块内部多达

25

只成分股本周的涨幅

都在

50%

以上。 短期来看，二级市场“炒新”热情

并不会迅速退潮，该概念强势表现料将延续。

下周预测区间

下周基本区间：

4512-4795

点

下周极限区间：

4300-4900

点

上证指数周

K

线

上证指数日

K

线

创业板指数

申万轻工制造指

申万银行指

次新股指数

中缝点评

上证综指：强势五连阳

本周上证综指连续冲关，不仅突破了前期高点站稳4600点整数关口，周五以4658.27点创下了2008年2月21日以来的新高。 随着本周权重股的纷纷启动并发力，沪市

本周的交投活跃度也较此前显著放量。 鉴于本周沪指强势特征明显，随着下周进入数据空窗期、新股资金陆续解冻，指数短期仍将延续攻势。

创业板指：连创新高

创业板指数本周不断刷新历史新高，不过周五震荡调整，止步于五连阳，周涨幅为11.80%。 从本周盘中频繁出现跳水及周五的快速回调，短期创业板的高位调整压力

增大，内部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轻工制造板块：强势领涨

本周权重股和小盘股交替领涨，然而轻工制造板块以14.10%的周涨幅显著跑赢其他行业板块，周内拾级而上，周五放量站上历史新高4589.94点。 在相对稳固的行业

基本面背景下，该板块的长期配置价值依然显著。

银行板块：涨幅垫底

本周申万银行指数以5.64%的周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表现垫底，而这与本周公布的经济数据低于预期预示有效需求短期仍难以快速回升有关。但考虑到

混业+分拆持牌经营试点名单基建发布、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额度扩大及高股息填权等利好因素，板块后续空间依然值得期待。

次新股板块：涨势强劲

本周新晋概念指数———Wind次新股板块本周成为概念板块的黑马，首周涨幅即达26.49%，在116个Wind概念板块中涨幅居首。 而这与次新股的密集上市及上市后的强

势表现密切相关，板块内部多达25只成分股本周的涨幅都在50%以上。 短期来看，二级市场“炒新”热情并不会迅速退潮，该概念强势表现料将延续。

下周基本区间：

下周极值区间：

警惕短期回调风险

□国都证券 孔文方

本周市场放量冲高，全周上

证指数上涨8.09%，创7年新高；

中小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加速

冲 刺 ， 分 别 上 涨 13.45% 和

11.80%，双双再创历史新高。

从经济层面来看，5月中国汇

丰PMI初值为49.1%，连续三个月

位于50枯荣线下方；5月制造业产

出指数为48.4%，首度跌破50荣枯

线，显示制造业形势仍在恶化。 市

场对经济刺激政策期望值过高，

如果政策刺激力度不及预期，或

将对市场产生重大冲击。

从流动性上看， 本周新股

申购期间， 市场继续强势上

涨； 周五新股申购资金开始解

冻， 市场放巨量上冲。 目前存

量资金激烈博弈， 市场情绪非

常亢奋， 创业板、 中小板等中

小市值题材股更是在狂欢。 机

构之间分歧巨大， 有基金公司

旗帜鲜明地开始严控中小板、

创业板投资风险。 一旦获利回

吐压力超过新增资金承受极

限， 市场可能出现快速、 大幅

调整。

沪强深弱将持续

□西南证券 张刚

本周大盘强劲上攻，周一收

至4300点之下， 次日便开始持

续回升， 周五最高上至4658点，

创出2008年2月21日以来的新

高，周五接近日高报收。 周内小

市值板块表现最为强劲。中小板

指本周大涨13.46%， 创出2008

年11月中旬以来单周最大涨幅，

5月22日创出历史新高11119

点。 创业板指本周大涨11.80%，

创下历史单周最大涨幅，5月22

日创出历史新高3618点。

流动性方面，IPO的节奏和

规模均扩大，但在新股赚钱效应

依旧的情况下，为满足申购市值

的要求，预计解冻资金将大举流

入沪市，而迭创历史新高的深市

中小创面临压力。由于周内新股

发行，货币市场利率仅有过短暂

回升。 资金充裕的状况，对股市

维持强势形成有利条件。

技术面上，周K线均线系统

基本维持多头排列，周K线站稳

5周均线， 维持强势。 从日K线

看，周五大盘收出跳空上涨的长

阳线，远离5日均线，略显超买。

均线系统由交汇状态转为多头

排列，短期均线上行，走势看好。

下周为5月份的最后一个

交易周，6月份新股发行批文

中，若出现中国核电，资金将加

速流向沪市， 造成沪强深弱分

化加剧。 6月1日国家统计局将

公布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而

5月21日汇丰发布的5月份中国

制造业PMI初值为49.1%，好于

4月份的48.9%， 下周市场将笼

罩在对经济数据的利好预期氛

围中。 下周沪市将继续上演补

涨行情， 沪综指有望挑战4800

点整数关口。

市场仍将稳步上行

□民生证券 吴春华

在利好消息影响下，本周

市场摆脱震荡整理的态势，

连续上涨，站稳短期均线，重

新走强。 四大指数都表现突

出，并未出现分歧，特别是在

新股密集发行的时候， 表明

市场资金依然很宽裕。 对于

后市，指数创出新高后，市场

会出现大幅的震荡， 消化获

利盘和解套盘， 同时也修正

投资人的心态。 随着新股申

购资金的回流， 市场有望继

续向上拓展空间。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 《中

国制造2025》，从国家战略层

面部署了向制造强国发展的

长远目标， 为企业提升核心

竞争力铺平道路。 国务院继

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推进

国资国企改革、 健全多层次

资本市场以及加快实施 “一

带一路” 政策等，从八个方面

论述了改革的重点任务。 在

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为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 央行可能还

会动用更多的货币政策工

具，盘活银行资产，促使资金

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流

动，实现经济的增长“从量到

质” 的转变。随着政策支持力

度不断地推进， 经济增长或

逐步企稳回升。

市场上看，上证综指突破

了前期高点并摸高至 4658

点， 显示市场仍有继续向上

拓展空间的可能。 随着申购

资金逐步回流市场， 短期技

术指标再次修好 ，MACD一

旦形成金叉， 有助于市场进

入强势上攻格局中。 后市关

注：一是，沪深两市量能能否

连续放大， 只要这样市场的

上涨的步伐才更扎实。 二是，

养老金投资运营改革方案已

定，上半年公布，有万亿资金

有望逐步介入市场， 从而提

振了投资者信心。

短线大盘将宽幅震荡

□信达证券 刘景德

5月18日至22日大盘股指连

续飙升， 上证综指先后突破

4300点、4400点、4500点、4600

点四道整数关口。 5月22日上证

指数跳空高开高走， 收盘4657

点，周K线是本轮行情第二根大

阳线，周涨幅8.1%。创业板、中小

板 周 涨 幅 分 别 为 11.8% 、

13.46%。 近日盘面特征如下：第

一，近日创业板中老龙头全通教

育连续回调，但是中低价的题材

股连续飙升；第二，近日热点轮

番表现，一带一路、软件、传媒、

互联网等题材股异常活跃，券

商、银行、保险、国企改革等蓝筹

股也逐步活跃；第三，近日成交

额逐步放大，5月22日沪深两市

日成交金额19949亿，创出历史

天量。

从目前来看，在连续上涨之

后，股指难免宽幅震荡，但牛市

格局不会改变。理由如下：一是5

月22日中小板指收出阴十字星，

创业板指收出巨量阴线，这是短

线回调的信号；二是目前决定大

盘方向的指标股还有上涨的潜

力，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联

通、万科等龙头股近日刚开始走

强；第三，目前场外资金纷纷进

场，市场热点轮番上涨，这样个

股只要回调，就有资金推动其重

心逐步上涨。

大盘将展开新一轮上涨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经过前期短暂的休整

后，本周A股沪深主板重回升

势， 周五收盘沪指突破4600

点，深圳成指则探至16000整

数大关上方。 与此同时中小

板、创业板亦进一步上行，创

业板指数一度站上 3600，而

中小板指数则上涨至 11000

点附近，均为历史新高。

A股整体乐观趋势仍将

延续， 沪深主板料将进入新

一轮的上升行情，而中小板、

创业板在经过前期的连续大

涨后预计上行节奏将明显放

缓， 但出现显著回调的可能

性依然较低。 沪深主板进入

新一轮的上升行情主要受以

下两方面因素支撑。 首先，宏

观层面积极信号的出现利于

权重板块走强。 无论是地方

债务的置换， 还是管理层稳

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 均利

于国内宏观经济的企稳回

升，A股市场上权重板块因此

将受到提振。 其次，增量资金

入场对市场形成支撑依然成

立。 根据统计数据，除了新增

开户数持续维持高位外 ，今

年以来新基金的发行也呈现

井喷态势，截至5月中旬国内

基金首发募集规模近6500亿

元， 已超过2012年全年发行

的最高纪录。

对 于 中 小 板 以 及 创 业

板， 在市场强势特征明显的

情况下尽管其短期出现显著

回调的可能性依然较低，但

在经过前期的连续大幅上涨

后， 后期预计上行节奏将明

显放缓。 一方面连续上涨后

板块整体估值处于较高水

平， 这将抑制此类个股进一

步上行的空间； 另一方面权

重板块走强造成的资金分流

同样将对中小市值个股形成

压力， 同样不利于后期两者

运行。

短期市场风格或回归二八

□东吴证券 罗佛传

本周大盘顶住了新股申购

冻结巨额资金的压力，一路逼空

上涨。 题材狂舞过后，权重板块

也不甘寂寞， 于下半周轮流拉

升。火爆的市场人气有望继续推

动股指节节攀升，但短期市场风

格或回归二八。投资者需跟随趋

势，在适当加大权重仓位的同时

逐步减持中小盘个股。

市场持续的上涨坚定了投

资者入市和持股的信心，这点可

以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新

股发行带来的冲击力不断下降。

在前几次新股发行的市场中，新

股的批量申购会导致市场担忧

资金面的捉襟见肘，从而引发了

股指的短期回调，但本周20只新

股申购虽然冻结超3万亿资金，

市场不但没有调整，反而接连大

涨，侧面反映目前市场承接力非

常的强劲，场外资金仍在源源不

断地入市；二是股指盘中快速放

量跳水时并没有恐慌盘的涌出。

在一般性反弹行情中，股指高位

快速的跳水容易引发跟风抛售，

进而阶段性的调整，但本周数次

跳水均被报复性的反弹收回，投

资者持股的信心异常坚定，同时

场外资金逢低就抢筹的意愿强

烈。 在此背景下，牛市行情有望

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

在跟随趋势、享受牛市带来

赚钱效应的同时，投资者必须关

注短期市场风格的切换。从本周

后两个交易日盘面走势来看，前

期持续调整的金融、钢铁、有色

和煤炭等权重板块再次启动，其

估值上的相对优势有望获得机

构的重新关注。而接连遭到爆炒

的中小板和创业板个股则出现

了挤出效应， 或将迎来休整行

情。 因此，建议投资者短期适当

加大权重仓位的同时逐步减持

中小盘个股。

成长股依然为牛市主角

□太平洋证券 周雨

本周，两市大盘继续强势反

弹。 沪指收取五连阳，收复4600

点。创业板和中小板指数双双再

创历史新高。成长板块再次跑赢

大盘，市场风格分化明显。

虽然周五创业板出现调整、

主板强劲上涨，但笔者认为创业

板调整之后，依然是本轮牛市的

主角。 对于蓝筹股而言，地方政

府债务置换、稳增长预期以及改

革推进政策等前期一系列利好

预期已经逐步减弱， 因此4月份

以来蓝筹板块进入平淡期。 5月

份以来，关于调结构的政策密集

出台，创业板和中小板上涨趋势

得以延续且不断创出新高，再次

彰显市场对新经济的看好。

消息面上，本周国务院印发

《中国制造2025》， 部署全面推

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其中，工

业4.0作为方案最重要的内容之

一将再次受益。受前期工业互联

网方案没有落地的影响，相关板

块涨幅滞后于创业板。我们认为

本次方案公布之后，相关板块将

迎来补涨机会，尤其看好“智能

制造”领域。

展望下周， 预计在成长股

调整之际， 蓝筹股有望阶段性

反弹。 但对于大蓝筹和权重股

的表现并不过分期待。 这些板

块从估值角度来看虽然 “便

宜” ， 但主要起到市场调整中

“稳定器” 的作用。 成长股依然

为牛市主角。

强势不改 顺势而为

□申万宏源 钱启敏

本周沪深股市虽有新股集

中发行，但仍然震荡上行，上证

指数突破4600点再创本轮行情

新高。从目前看，大盘强劲，后市

有望继续震荡走强。 不过，由于

个股大面积走强，操作上不宜再

加杠杆，以防盛极而衰的小概率

事件发生。

影响本周最大的因素就是

又一轮新股的集中发行，由于这

是首次改为一月两发，上次共冻

结上网资金2.24万亿元，导致大

盘出现连续下跌，但本周市场一

改以往调整管理， 呈现持续上

涨，充分显示投资者对未来预期

看好，希望借助“黄金坑” 加大

参与力度，结果导致“黄金坑”

消失，出现该跌不跌的走势。 基

于此，随着下周新股申购资金的

持续回流，预计大盘有望继续震

荡走强， 向4800点乃至5000点

区间迈进。

其次从盘口看，本周五个交

易日沪深两市每天少则200多只

多则300多只个股涨停， 这种持

续火爆的局面在过去极为罕见，

但市场在持续亢奋中也有渐渐

迷失方向的苗头，以为只要抢到

筹码就是收益，这种狂热的氛围

已初露端倪，虽然目前还无法预

测市场的张力有多大，但持续下

去将使隐患暴露的可能性大大

提高。因此投资者在看好牛市的

同时， 也要谨防可能出现的震

荡，尤其在杠杆运用方面，建议

适当收缩杠杆，回避小概率事件

的发生。

总体看， 行情强势难改，投

资者顺势而为，边走边看，但面

对持续大涨的市场，适当收缩杠

杆，保持自控能力，亦不可或缺。

市场延续强势格局

□西部证券 黄铮

本周市场高举高打，单日

成交再创天量。 沪指周内仅

在盘中进行过短暂整理，随

即便对4500点关口进行了有

效突破。 目前来看，热点有序

切换及量能的持续配合，推

动沪指快速脱离前期区域震

荡， 并形成渐进式反弹的稳

定格局， 预计随后市场仍有

惯性上冲动力。

近期基本面较为稳定，最

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情况，5月

汇丰 PMI初值 49.1%略高前

月，分项数据可见外围需求波

动较大、国内需求明显不足的

尴尬境地，说明当前制造业景

气度低迷，二季度经济形势不

容乐观。 基于宏观经济依然处

于偏弱的探底时期，货币政策

的宽松持续没有改变，降息周

期的延续仍有必要，这对A股

而言，很大程度起到稳定市场

情绪的作用。

结合市场走势特征观察，

一方面， 成长股保持高效率

的活跃格局， 创业板综指强

势逼空持续做多。 另一方面，

沪指经历周二的大幅上涨和

周五的惯性上冲 ， 券商、银

行、地产为代表的权重股，对

指数上行起到维护和风向标

的作用。

技术走势观察，沪指本周

接连形成上行突破态势，周K

线多头向上， 沪指完成4300

点的历史成本区， 及对上月

末4572.39点的阶段高位形成

有效突破。 考虑到近期市场

尚处于高度活跃的资金推动

型上涨， 指数的整理多以盘

中宽幅震荡完成技术上的修

整。 总体看，随后市场仍具惯

性上冲潜力， 操作策略上不

妨跟随市场节奏， 整体持仓

比重控制在七成水平， 持股

仍以符合政策推动的绩优品

种为宜。

天量成交或推市场再创新高

□大同证券 刘云峰

本周大盘涨势如虹，沪综

指和深成指全周涨幅高达

8.10%和9.19%，中小板和创

业板指数全周也分别收获

13.46%和11.80%的涨幅。 行

情大涨的同时市场成交量也

稳步放大， 周五两市合计成

交达19948亿元，刷新历史记

录，逼近2万亿。

从目前来看，这种火热行

情将延续，至少中线看好，几

乎是市场的共识。 这一逻辑

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第

一， 对于政策和改革红利的

预期。 这是本轮行情启动并

得以延续的基础。 货币政策

自去年11月启动降息以来，

央行在 6个月内先后 3次降

息，2次降准， 市场仍然预期

还会有更多的新的政策出

台， 只要这种预期存在且屡

屡得到实现， 预期给予市场

的力量就是持续。

第二，“互联网” 冲击传

统估值方式。 本轮行情的另

一个特征就是互联网概念龙

头股， 走出了高估值、 高股

价、高涨幅的走势，主要原因

是互联网有着高想象空间。

先烧钱再赚钱的互联网运作

模式， 也让传统的以PE、PB

作为估值依据的方法失效 ，

从而才有了PE越高涨的越快

的情况出现。

第三， 其他投资的低收

益，突显了股市的优势。 在实

体经济不佳和降息周期的背

景下， 人们没有更好的投资

标的，股市成为首选。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既然

是资金推动的市场， 那成交

量就是关键： 一旦成交量无

法放大或者持续萎缩， 就需

要考虑市场是否有变盘风

险。 对于下周行情我们认为

仍将维持强势， 但受新一批

新股临近影响走势可能不如

本周强劲， 操作上注意关注

改革相关板块， 仍需注意概

念性炒作风险。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4450-4850

点

下周热点 券商股

、

银行股

下周焦点 是否会降准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4550-4750

点

下周热点 国企改革

下周焦点 消息面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4550-4850

点

下周热点 金融

下周焦点 权重股动向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4600-4900

点

下周热点 一带一路

、

国企改革

下周焦点 货币政策

、

IPO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4500-4700

点

下周热点 非银金融

、

家电

、

汽车

、

白酒

下周焦点 宏观稳增长政策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4580-4750

点

下周热点 消息面

下周焦点 成交量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4600-4800

点

下周热点 金融

、

地产

下周焦点 成交额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4400=4750

点

下周热点 次新股

下周焦点 券商

、

保险

下周趋势 看空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4300-4700

点

下周热点 京津冀

、

国企改革

下周焦点 政策

、

成交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