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编：张怡 电话：

010－63070413 E-mail:zbs@zzb.com.cn

■ 2015年5月25日 星期一

数据/信息

ata·Information

A12

D

5月以来产业资本增持股票市场表现

5月以来产业资本减持股票市场表现

5月以来减持股票市场分布

近半年最大周涨幅 沪综指上涨

8.10%

4月底以来震荡调整的上证

综指，上周展开反攻，累计上涨

8.10%，创出去年12月8日以来的

最大单周涨幅，并于上周五创出

4658.27点的七年新高。 其中，上

周二指数大涨3.13%， 周四震荡

上行站上4500点， 周五高开高

走，放量收出百点长阳，成功突

破前期高点压力， 创出反弹新

高，收报4657.60点。

政 策 方 面 ，《中 国 制 造

2025》 成为上周大盘启动的导

火索。《中国制造2025》明确，通

过政府引导、整合资源，实施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

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

备创新等五项重大工程，实现长

期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共性

技术突破，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

体竞争力。 其中，智能机器、航天

军工等蓝筹品种受到提振，强势

反弹。

与此同时，此前蓝筹股表现

低迷，而创业板不断加速创出新

高。 随着二者的持续背离，资金

对于创业板的分歧开始出现，滞

涨蓝筹股开始逐步重新进入资

金视野。 牛市格局中，蓝筹和成

长轮番表现，风格不会长期倾斜

一方。 在增量资金源源不断进场

的背景下，追高的同时，洼地同

样获得关注。

具体来看， 当前改革主线

仍是低吸的首选品种， 受益政

策利好的高铁、 核电、 军工改

制， 以及前期回调充分的一带

一路、国企改革等主题，值得重

点关注。 其中，国企改革中部分

个股前期跌幅较大， 有望迎来

更大的反弹空间。

总体来看， 随着沪综指创

出新高， 市场做多氛围和乐观

情绪将进一步上升；不过，市场

同样面临获利盘和前高解套盘

的双重压力， 操作上不宜盲目

追高。 （李波）

新高中分化 创业板指数大涨

11.80%

上周创业板指数再度上演

新高秀，在五个交易日收出四连

阳，累计上涨11.80%，盘中一度

突破3600点大关， 最高上探至

3618.24点。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

板的周成交额达到4059.80亿

元，突破4000亿元关口，维持在

天量水平。

不过这次创业板指数的新

高秀并未带来成分股的普涨，个

股的分化开始凸显。上周正常交

易的389只股票中， 有374只股

票实现上涨，富春通信、金石东

方、 全信股份等31只股票涨幅

超过50%，74只股票涨幅超过

30%，281只股票涨幅超过10%。

在下跌的15只股票中， 全通教

育、天泽信息和京天利跌幅均超

过 10% ， 分别 下 跌 17.54% 、

12.06%和10.38%。 值得注意的

是， 这15只股票中多是此前的

连续上涨的“明星股” ，经过一

波快速拉升后， 股价多位居高

位，如全通教育股价高达192.74

元， 京天利股价高达246.47元，

三六五网的股价达到219.97元，

此类品种无论股价还是估值均

处在高位， 继续上行的空间受

限。 与之相比，创业板中此前涨

幅相对较小的二线品种开始在

上周崛起。

市场人士指出， 持续的高

潮后 ， 上周五伴随主板的崛

起，创业板热度大幅下降。 天

量巨震的同时，个股分化显著

加剧 ， 充分反映多空分歧加

大。 创业板指数在连续向上突

破后，技术面压力显现，加上

蓝筹股跃跃欲试意图分流资

金， 创业板短期震荡料将加

剧。 （徐伟平）

强势依旧 次新股指数大涨

26.49%

5月以来， 大盘指数休整虽

然延续，但是次新股板块却始终

保持强势， 赚钱效应不降反增。

上周五，权重股带动下的主板新

高行情也并未打击到次新股板

块的炒作热情，Wind次新股指

数大涨5.87%， 位居概念涨幅榜

首位。 由此，次新股指数的一周

涨幅达到了26.49%，也是涨幅最

大的概念板块。

从5日涨幅来看，上周次新股

板块有74只个股实现上涨，仅有2

只个股下跌。其中，包括清水源、全

信股份、江苏有线和派思股份等在

内的21只次新股继续保持连续涨

停态势， 一周涨幅均超过了60%；

此外，普丽盛、曲美股份、继峰股份

和大豪科技4只个股也在5个交易

日中下了4个涨停板，而由此5日涨

幅也均超过了50%。 相反，富煌钢

构和龙韵股份则逆势下跌。

实际上，A股市场素来喜新厌

旧。 长城证券认为，新股在上市后

往往连续涨停，在打开的时候大量

获利盘离场， 新股也就成了次新

股。 从博弈的角度讲，次新股没有

历史套牢盘， 流通盘也相对较小，

股价比较容易有所表现。兴业证券

指出，次新股的整体走势与创业板

较为相似， 且比创业板的弹性更

大，相对于老股，新上市公司的外

延并购和高送转预期也更强，整体

盘子轻阻力小，因而上涨动能容易

形成合力。 分析人士认为，短期内

这种次新股的强势有望延续，但投

资者仍应谨慎追高。（张怡）

利好频传 智能IC卡指数大涨

26.21%

上周，智能IC卡指数放量大

涨26.21%，仅次于次新股指数位

居概念涨幅榜第二位。

消息面上， 交通运输部5月

21日表示，将着力推进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长江经济带中游城

市群等重点区域的交通一卡通，

率先实现互联互通。 2017年将初

步实现京津冀区域交通一卡通跨

地域、跨交通方式互联互通。

不仅如此，5月21日， 中国支

付清算协会在京发布《中国支付

清算行业运行报告》， 其中指出，

截至2014年末， 全国累计发行银

行卡49.36亿张， 较上年末增长

17.13%，银行卡市场保持平稳、较

快发展，各项业务指标继续保持增

长态势。信用卡发卡量同比增速放

缓，金融IC卡发卡量增长迅猛。

此外，据媒体报道，国务院

22日发布 《关于实施银行卡清

算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 将对

银行卡清算市场实行准入管理、

进行有序规范。 分析人士指出，

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被银联垄

断的局面将打破，海外大型清算

机构和国内民营第三方支付机

构未来也有望借助庞大用户基

础进军清算市场。

由此， 智能IC卡板块的个股

表现优异， 所有成分股均实现不

同程度上涨。其中，恒宝股份连续

涨停， 一周涨幅达到了61.04%；

新大陆、天津磁卡、易联众和东信

和平的5日涨幅也均超过了30%。

涨幅最小的航天信息也实现了

12.41%的涨幅。 短线来看，涨幅

较大或将使得部分个股有短线调

整压力， 但是政策暖风将使得板

块内的优质股中长期保持强势，

逢回调吸纳应为上策。（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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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金融（银行、券商） 银泰证券、东吴证券、西南证券、信达证券

40%

国企改革概念 新时代证券、民生证券、国都证券

30%

一带一路 新时代证券

10%

家电、汽车、白酒 银泰证券

10%

蓝筹股 大同证券

10%

中小板的题材股 申万宏源证券

10%

次新股 西部证券

10%

地产 西南证券

10%

京津冀概念 国都证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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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4600 4900 -1.24% 5.20%

强烈看多

★★★ 75%

60.90%

银泰证券 多 多

4500 4700 -3.38% 0.91%

强烈看多

★★★ 75%

大同证券 多 多

4500 4800 -3.38% 3.06%

强烈看多

★★★ 75%

申万宏源证券 多 平

4600 4900 -1.24% 5.20%

微弱看多

★★ 60%

民生证券 多 多

4550 4750 -2.31% 1.98%

微弱看多

★★ 60%

西部证券 多 多

4400 4750 -5.53% 1.98%

微弱看多

★★ 60%

东吴证券 多 多

4450 4850 -4.46% 4.13%

微弱看多

★★ 60%

西南证券 多 多

4600 4800 -1.24% 3.06%

谨慎看多

★ 55%

太平洋证券 多 多

4580 4750 -1.67% 1.98%

谨慎看多

★ 55%

信达证券 多 多

4450 4850 -4.46% 4.13%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空 多

4300 4700 -7.68% 0.91%

谨慎看空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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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4900

一带一路、国企改革

东吴证券 多 多

4450-4850

金融

信达证券 多 多

4450-4850

券商、银行

国都证券 空 多

4300-4700

京津冀、国企改革

西南证券 多 多

4600-4800

金融、地产

太平洋证券 多 多

4580-4750

消息面

光大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申万宏源证券 多 平

4600-4900

中小板中的题材股

民生证券 多 多

4550-4750

国企改革

银泰证券 多 多

4500-4700

非银金融、家电、汽车、白酒

大同证券 多 多

4500-4800

蓝筹股

西部证券 多 多

4400-4750

次新股

未 来 两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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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256.SH

广汇能源

2015-5-25 217537.18 522142.47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78.SZ

珠江钢琴

2015-6-1 80000.00 95279.56 320.4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23.SZ

华灿光电

2015-6-1 25103.25 45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128.SH

华贸物流

2015-5-29 24000.00 40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81.SZ

奋达科技

2015-6-5 22500.00 30000.00 4312.1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340.SZ

格林美

2015-5-29 18912.83 116860.32 3238.9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59.SZ

中泰桥梁

2015-5-26 16560.00 311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035.SZ

中国天楹

2015-5-29 16467.32 35362.68 26565.2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999.SH

招商证券

2015-5-27 14200.00 480309.98 100503.5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25.SZ

德威新材

2015-6-1 12527.59 31511.02 488.9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76.SZ

顺威股份

2015-5-25 11449.54 15724.77 275.2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79.SZ

福建金森

2015-6-5 10400.00 13868.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19.SZ

麦捷科技

2015-5-25 7434.00 13410.00 466.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894.SH

广日股份

2015-5-27 7142.86 84836.10 1158.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87.SZ

恒天天鹅

2015-5-26 5556.89 53166.62 22570.2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80.SZ

黄海机械

2015-6-5 5460.00 7859.23 140.7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20.SZ

海达股份

2015-6-1 5170.11 12091.41 1242.5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50.SZ

初灵信息

2015-6-3 4690.20 7858.52 1842.9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75.SZ

东诚药业

2015-5-25 4600.80 16470.00 81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751.SH

天津海运

2015-6-4 4463.24 38813.99 218504.91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2677.SZ

浙江美大

2015-5-25 3500.00 8500.00 115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18.SZ

博晖创新

2015-5-25 2483.97 8636.23 7747.7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027.SZ

华谊兄弟

2015-5-28 1272.00 87435.27 36819.6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21.SZ

同大股份

2015-5-25 601.73 2404.04 2035.9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008.SZ

上海佳豪

2015-6-4 580.78 17776.59 7220.5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37.SH

美克家居

2015-5-25 406.50 64239.74 406.5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616.SZ

长青集团

2015-5-25 100.65 16825.45 18161.8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0539.SZ

粤电力

A 2015-5-25 56.64 212825.76 158163.9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296.SZ

利亚德

2015-6-3 44.25 35902.05 29268.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5月产业资本减持环比增37%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份沪深两市大盘先抑后

扬，再度刷新本轮上涨新高。不过

相较于4月份764.63亿元的减持

额，5月份市场减持额出现显著增

加，达到1048.48亿元，环比增幅

达到37%。 不仅沪深两市的减持

规模较此前出现明显增长， 出现

减持股票的数量也显著增多。 分

市场来看， 主板净减持金额虽然

较大， 但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减持

股票数量显著高于主板。 分析人

士指出，经过前一波的快速上涨，

部分股票股价已经处在高位，这

也激发了产业资本进一步减持的

意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资金利

率下行和改革降低风险偏好这两

大投资逻辑并未发生松动， 牛市

尚未走完。 牛市中产业资本的减

持反而有助于个股轻装上阵，投

资者不必过度担忧。

减持规模环比增近四成

经历了4月份的单边加速上

涨后，5月以来沪深两市大盘先

抑后仰，走出V型反转，并再度刷

新本轮上涨新高。 Wind数据显

示，5月以来共有640只股票出现

重要股东持股变动，其中增持的

股票有70只，合计增持股份数量

3.51亿股，增持金额估算为63.39

亿元；遭减持的股票有560只，合

计减持股份数量为70.55亿股，

减持规模估算为1111.86亿元。

整 体 来 看 ， 净 减 持 金 额 为

1048.48亿元，这一数字较2月份

764.63亿元的减持规模增加了

37%。 由此来看，减持规模显著

高于增持规模。

从市场分布来看，中小企业

板有30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

持金额为14.14亿元。 233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312.77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减持

金额为298.63亿元。 创业板有17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4.12亿元。 142只股票出现减

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164.75亿

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

160.63亿元。 上证主板有8只股

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

9.90亿元。 有113只股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453.56亿元。 上

证 主 板 整 体 净 减 持 金 额 为

443.66亿元。 深证主板有20只股

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

35.23亿元。 有76只股票出现减

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178.78亿

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

143.55亿元。

总的看，5月以来，不仅沪深

两市的减持规模较此前出现明

显增长，出现减持股票的数量也

显著增多。 分市场来看，主板净

减持金额虽然较大，但创业板和

中小板的减持股票数量显著高

于主板。 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过

4月的一波整体上涨后， 场内个

股的股价均处在高位，不少股票

的股价甚至刷新历史新高，这激

发了产业资本的整体减持欲望。

牛市减持不碍新高路

从个股来看，在出现重要股

东持股变动的640只股票中，南

玻A、农产品、中炬高新和华西股

的增持金额居前，超过4亿元，分

别为16.28亿元、7.54亿元、6.39

亿元和4.83亿元。 金科股份、江

淮动力、洋河股份和兴业银行的

减持金额居前， 超过30亿元，分

别 为 30.68 亿 元 、30.72 亿 元 、

39.72亿元和176.90亿元。

从历史经验来看，获得增持

的股票往往能够走出一波强势

上攻行情，而获得减持的股票常

常会出现震荡整固，甚至大幅下

挫。 不过5月以来出现增减持的

股票并未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例

如增持金额最大的南玻A5月以

来仅小幅上涨1.68%， 增持金额

排在前十的美的集团5月也仅小

幅上涨3.11%。 而减持金额居前

的万马股份5月则走出翻倍行

情，华测检测涨幅也超过50%。

市场人士表示，4月市场迎

来一波整体上涨，期间市场鲜有

调整，产业资本选择静待时机，5

月以来虽然指数再度刷新历史

新高，但市场的波动幅度有所加

大， 此时产业资本选择减持，不

仅可以获得丰厚收益，还可以规

避震荡波动的风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熊市

中重要股东的减持往往会拖累

公司股价不同，牛市中产业资本

的减持反而有助于个股轻装上

阵，在2013年创业板走出单边上

行行情时，产业资本同样大肆减

持，不过个股却越减越涨，由此

来看， 短期流动性宽松预期仍

在，改革红利不断释放，资金利

率下行和改革降低风险偏好这

两大投资逻辑并未发生松动，牛

市尚未走完，投资者不必对产业

资本的减持过度担忧。

5月以来减持股票市场分布

5月产业资本减持环比增37%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份沪深两市大盘先抑后

扬，再度刷新本轮上涨新高。不过

相较于4月份764.63亿元的减持

额，5月份市场减持额出现显著增

加，达到1048.48亿元，环比增幅

达到37%。 不仅沪深两市的减持

规模较此前出现明显增长， 出现

减持股票的数量也显著增多。 分

市场来看， 主板净减持金额虽然

较大， 但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减持

股票数量显著高于主板。 分析人

士指出，经过前一波的快速上涨，

部分股票股价已经处在高位，这

也激发了产业资本进一步减持的

意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资金利

率下行和改革降低风险偏好这两

大投资逻辑并未发生松动， 牛市

尚未走完。 牛市中产业资本的减

持反而有助于个股轻装上阵，投

资者不必过度担忧。

减持规模环比增近四成

经历了4月份的单边加速上

涨后，5月以来沪深两市大盘先

抑后仰，走出V型反转，并再度刷

新本轮上涨新高。 Wind数据显

示，5月以来共有640只股票出现

重要股东持股变动，其中增持的

股票有70只，合计增持股份数量

3.51亿股，增持金额估算为63.39

亿元；遭减持的股票有560只，合

计减持股份数量为70.55亿股，

减持规模估算为1111.86亿元。

整 体 来 看 ， 净 减 持 金 额 为

1048.48亿元，这一数字较2月份

764.63亿元的减持规模增加了

37%。 由此来看，减持规模显著

高于增持规模。

从市场分布来看，中小企业

板有30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

持金额为14.14亿元。 233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312.77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减持

金额为298.63亿元。 创业板有17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4.12亿元。 142只股票出现减

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164.75亿

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

160.63亿元。 上证主板有8只股

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

9.90亿元。 有113只股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453.56亿元。 上

证 主 板 整 体 净 减 持 金 额 为

443.66亿元。 深证主板有20只股

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

35.23亿元。 有76只股票出现减

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178.78亿

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

143.55亿元。

总的看，5月以来，不仅沪深

两市的减持规模较此前出现明

显增长，出现减持股票的数量也

显著增多。 分市场来看，主板净

减持金额虽然较大，但创业板和

中小板的减持股票数量显著高

于主板。 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过

4月的一波整体上涨后， 场内个

股的股价均处在高位，不少股票

的股价甚至刷新历史新高，这激

发了产业资本的整体减持欲望。

牛市减持不碍新高路

从个股来看，在出现重要股

东持股变动的640只股票中，南

玻A、农产品、中炬高新和华西股

的增持金额居前，超过4亿元，分

别为16.28亿元、7.54亿元、6.39

亿元和4.83亿元。 金科股份、江

淮动力、洋河股份和兴业银行的

减持金额居前， 超过30亿元，分

别 为 30.68 亿 元 、30.72 亿 元 、

39.72亿元和176.90亿元。

从历史经验来看，获得增持

的股票往往能够走出一波强势

上攻行情，而获得减持的股票常

常会出现震荡整固，甚至大幅下

挫。 不过5月以来出现增减持的

股票并未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例

如增持金额最大的南玻A5月以

来仅小幅上涨1.68%， 增持金额

排在前十的美的集团5月也仅小

幅上涨3.11%。 而减持金额居前

的万马股份5月则走出翻倍行

情，华测检测涨幅也超过50%。

市场人士表示，4月市场迎

来一波整体上涨，期间市场鲜有

调整，产业资本选择静待时机，5

月以来虽然指数再度刷新历史

新高，但市场的波动幅度有所加

大， 此时产业资本选择减持，不

仅可以获得丰厚收益，还可以规

避震荡波动的风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熊市

中重要股东的减持往往会拖累

公司股价不同，牛市中产业资本

的减持反而有助于个股轻装上

阵，在2013年创业板走出单边上

行行情时，产业资本同样大肆减

持，不过个股却越减越涨，由此

来看， 短期流动性宽松预期仍

在，改革红利不断释放，资金利

率下行和改革降低风险偏好这

两大投资逻辑并未发生松动，牛

市尚未走完，投资者不必对产业

资本的减持过度担忧。

5月以来产业资本减持股票市场表现

5月产业资本减持环比增37%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份沪深两市大盘先抑后

扬，再度刷新本轮上涨新高。不过

相较于4月份764.63亿元的减持

额，5月份市场减持额出现显著增

加，达到1048.48亿元，环比增幅

达到37%。 不仅沪深两市的减持

规模较此前出现明显增长， 出现

减持股票的数量也显著增多。 分

市场来看， 主板净减持金额虽然

较大， 但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减持

股票数量显著高于主板。 分析人

士指出，经过前一波的快速上涨，

部分股票股价已经处在高位，这

也激发了产业资本进一步减持的

意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资金利

率下行和改革降低风险偏好这两

大投资逻辑并未发生松动， 牛市

尚未走完。 牛市中产业资本的减

持反而有助于个股轻装上阵，投

资者不必过度担忧。

减持规模环比增近四成

经历了4月份的单边加速上

涨后，5月以来沪深两市大盘先

抑后仰，走出V型反转，并再度刷

新本轮上涨新高。 Wind数据显

示，5月以来共有640只股票出现

重要股东持股变动，其中增持的

股票有70只，合计增持股份数量

3.51亿股，增持金额估算为63.39

亿元；遭减持的股票有560只，合

计减持股份数量为70.55亿股，

减持规模估算为1111.86亿元。

整 体 来 看 ， 净 减 持 金 额 为

1048.48亿元，这一数字较2月份

764.63亿元的减持规模增加了

37%。 由此来看，减持规模显著

高于增持规模。

从市场分布来看，中小企业

板有30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

持金额为14.14亿元。 233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312.77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减持

金额为298.63亿元。 创业板有17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4.12亿元。 142只股票出现减

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164.75亿

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

160.63亿元。 上证主板有8只股

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

9.90亿元。 有113只股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453.56亿元。 上

证 主 板 整 体 净 减 持 金 额 为

443.66亿元。 深证主板有20只股

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

35.23亿元。 有76只股票出现减

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178.78亿

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

143.55亿元。

总的看，5月以来，不仅沪深

两市的减持规模较此前出现明

显增长，出现减持股票的数量也

显著增多。 分市场来看，主板净

减持金额虽然较大，但创业板和

中小板的减持股票数量显著高

于主板。 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过

4月的一波整体上涨后， 场内个

股的股价均处在高位，不少股票

的股价甚至刷新历史新高，这激

发了产业资本的整体减持欲望。

牛市减持不碍新高路

从个股来看，在出现重要股

东持股变动的640只股票中，南

玻A、农产品、中炬高新和华西股

的增持金额居前，超过4亿元，分

别为16.28亿元、7.54亿元、6.39

亿元和4.83亿元。 金科股份、江

淮动力、洋河股份和兴业银行的

减持金额居前， 超过30亿元，分

别 为 30.68 亿 元 、30.72 亿 元 、

39.72亿元和176.90亿元。

从历史经验来看，获得增持

的股票往往能够走出一波强势

上攻行情，而获得减持的股票常

常会出现震荡整固，甚至大幅下

挫。 不过5月以来出现增减持的

股票并未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例

如增持金额最大的南玻A5月以

来仅小幅上涨1.68%， 增持金额

排在前十的美的集团5月也仅小

幅上涨3.11%。 而减持金额居前

的万马股份5月则走出翻倍行

情，华测检测涨幅也超过50%。

市场人士表示，4月市场迎

来一波整体上涨，期间市场鲜有

调整，产业资本选择静待时机，5

月以来虽然指数再度刷新历史

新高，但市场的波动幅度有所加

大， 此时产业资本选择减持，不

仅可以获得丰厚收益，还可以规

避震荡波动的风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熊市

中重要股东的减持往往会拖累

公司股价不同，牛市中产业资本

的减持反而有助于个股轻装上

阵，在2013年创业板走出单边上

行行情时，产业资本同样大肆减

持，不过个股却越减越涨，由此

来看， 短期流动性宽松预期仍

在，改革红利不断释放，资金利

率下行和改革降低风险偏好这

两大投资逻辑并未发生松动，牛

市尚未走完，投资者不必对产业

资本的减持过度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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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来 两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5月产业资本减持环比增37%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份沪深两市大盘先抑后

扬，再度刷新本轮上涨新高。不过

相较于4月份764.63亿元的减持

额，5月份市场减持额出现显著增

加，达到1048.48亿元，环比增幅

达到37%。 不仅沪深两市的减持

规模较此前出现明显增长， 出现

减持股票的数量也显著增多。 分

市场来看， 主板净减持金额虽然

较大， 但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减持

股票数量显著高于主板。 分析人

士指出，经过前一波的快速上涨，

部分股票股价已经处在高位，这

也激发了产业资本进一步减持的

意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资金利

率下行和改革降低风险偏好这两

大投资逻辑并未发生松动， 牛市

尚未走完。 牛市中产业资本的减

持反而有助于个股轻装上阵，投

资者不必过度担忧。

减持规模环比增近四成

经历了4月份的单边加速上

涨后，5月以来沪深两市大盘先

抑后仰，走出V型反转，并再度刷

新本轮上涨新高。 Wind数据显

示，5月以来共有640只股票出现

重要股东持股变动，其中增持的

股票有70只，合计增持股份数量

3.51亿股，增持金额估算为63.39

亿元；遭减持的股票有560只，合

计减持股份数量为70.55亿股，

减持规模估算为1111.86亿元。

整 体 来 看 ， 净 减 持 金 额 为

1048.48亿元，这一数字较2月份

764.63亿元的减持规模增加了

37%。 由此来看，减持规模显著

高于增持规模。

从市场分布来看，中小企业

板有30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

持金额为14.14亿元。 233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312.77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减持

金额为298.63亿元。 创业板有17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4.12亿元。 142只股票出现减

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164.75亿

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

160.63亿元。 上证主板有8只股

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

9.90亿元。 有113只股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453.56亿元。 上

证 主 板 整 体 净 减 持 金 额 为

443.66亿元。 深证主板有20只股

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

35.23亿元。 有76只股票出现减

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178.78亿

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

143.55亿元。

总的看，5月以来，不仅沪深

两市的减持规模较此前出现明

显增长，出现减持股票的数量也

显著增多。 分市场来看，主板净

减持金额虽然较大，但创业板和

中小板的减持股票数量显著高

于主板。 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过

4月的一波整体上涨后， 场内个

股的股价均处在高位，不少股票

的股价甚至刷新历史新高，这激

发了产业资本的整体减持欲望。

牛市减持不碍新高路

从个股来看，在出现重要股

东持股变动的640只股票中，南

玻A、农产品、中炬高新和华西股

的增持金额居前，超过4亿元，分

别为16.28亿元、7.54亿元、6.39

亿元和4.83亿元。 金科股份、江

淮动力、洋河股份和兴业银行的

减持金额居前， 超过30亿元，分

别 为 30.68 亿 元 、30.72 亿 元 、

39.72亿元和176.90亿元。

从历史经验来看，获得增持

的股票往往能够走出一波强势

上攻行情，而获得减持的股票常

常会出现震荡整固，甚至大幅下

挫。 不过5月以来出现增减持的

股票并未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例

如增持金额最大的南玻A5月以

来仅小幅上涨1.68%， 增持金额

排在前十的美的集团5月也仅小

幅上涨3.11%。 而减持金额居前

的万马股份5月则走出翻倍行

情，华测检测涨幅也超过50%。

市场人士表示，4月市场迎

来一波整体上涨，期间市场鲜有

调整，产业资本选择静待时机，5

月以来虽然指数再度刷新历史

新高，但市场的波动幅度有所加

大， 此时产业资本选择减持，不

仅可以获得丰厚收益，还可以规

避震荡波动的风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熊市

中重要股东的减持往往会拖累

公司股价不同，牛市中产业资本

的减持反而有助于个股轻装上

阵，在2013年创业板走出单边上

行行情时，产业资本同样大肆减

持，不过个股却越减越涨，由此

来看， 短期流动性宽松预期仍

在，改革红利不断释放，资金利

率下行和改革降低风险偏好这

两大投资逻辑并未发生松动，牛

市尚未走完，投资者不必对产业

资本的减持过度担忧。

■

一周多空分析

做多情绪高涨 机构看高一线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10家看多，0家看

平，1家看空；市场综合情绪指数

为60.9%， 较前一周大幅上升

10.3个百分点，显示做多情绪再

度高涨。与上周相比，共有7家机

构改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其

中2家机构修正了对中线的观

点：（1）平→多，新时代证券、太

平洋证券、申万宏源证券、民生

证券、银泰证券以及大同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多。 其中

新时代证券对中线趋势也转为

看多。 （2）空→多，西南证券对

中线趋势由空翻多，对本周趋势

仍持看多不变。 （3）多→平，申

万宏源证券对中线趋势由看多

转为看平。

银泰证券对后市非常乐观，

认为沪深主板将进入新一轮上

升行情，中小板和创业板出现显

著回调的可能性依然较低。 其分

析称宏观层面的积极信号和增

量资金入场是支撑主板继续上

涨的因素。 同样看好后市的大同

证券指出天量成交或推市场再

创新高，其认为对于政策和改革

红利的预期、互联网冲击传统估

值方式以及股市的赚钱效应成

为市场共识性看好中线行情的

主要逻辑。 大同证券认为本周行

情仍将维持强势， 但不如上周，

操作上关注与改革相关的板块。

民生证券表示沪指摸高

4658点显示仍有继续向上拓展

空间的可能， 随着打新资金回

流， 大盘短线技术指标再次修

好，有助于市场进入强势上攻格

局。后市关注量能的持续性和养

老金投资运营改革方案的进展

情况。申万宏源证券同样认为随

着本周资金回流，大盘有望继续

震荡走强向4800-5000点区间

迈进。 操作上建议顺势而为，但

适当收缩杠杆，避免小概率事件

发生。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目前市

场步入“小满” 时节，牛市格局

还将延续，后市大盘有望向5000

点进发，而中小板和创业板也有

追赶甚至超越主板的强劲势头。

操作上调整持仓结构，“大小”

通配。西部证券强调目前热点有

序切换、量能持续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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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

作上建议跟随市场节奏，整体持

仓控制在七成水平。

东吴证券则认为短期市场

或重回二八风格，前期持续调整

的金融、钢铁等权重板块再次启

动，估值相对优势获得机构重新

关注。中小板和创业板个股出现

挤出效应，或迎来休整行情。 建

议投资者加大权重仓位同时逐

步减持中小盘个股。 对此，西南

证券表示大盘或将延续沪强深

弱的格局，主要原因是对经济数

据的利好预期， 以及6月份中国

核电IPO使得资金加速流向沪

市，本周沪指有望挑战4800点。

本周信达证券看平短线走

势，认为股指连续上涨后难免宽

幅震荡， 但牛市格局不会改变。

国都证券则相对谨慎，提醒投资

者警惕短期回调风险，认为市场

对经济刺激政策期望值过高，如

果刺激力度不及预期会对市场

产生重大冲击。另外机构之间分

歧巨大，部分基金公司开始严控

中小板和创业板风险，一旦获利

回吐压力超过新增资金承受极

限，市场或出现快速、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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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300024.SZ

机器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956590.4936 33.06 18.18

300104.SZ

乐视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934713.9734 10.00 11.03

002261.SZ

拓维信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727491.0955 30.24 46.05

002154.SZ

报喜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40499.1012 24.53 49.83

000997.SZ

新大陆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36733.1424 33.11 26.18

601600.SH

中国铝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33212.6410 -8.63 6.78

000783.SZ

长江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91724.2158 9.99 7.14

600895.SH

张江高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63908.0433 23.39 13.57

000883.SZ

湖北能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62365.8025 10.04 9.32

603883.SH

老百姓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16087.7778 23.23 85.62

600380.SH

健康元 振幅值达

15% 473189.7692 -3.19 10.88

002491.SZ

通鼎互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70996.5161 33.09 18.55

601866.SH

中海集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59535.2472 10.05 5.53

002500.SZ

山西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46584.0307 9.98 6.99

600435.SH

北方导航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44516.6429 18.96 11.55

000592.SZ

平潭发展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14409.5601 10.00 16.39

002195.SZ

二三四五 振幅值达

15% 388924.2416 4.76 20.67

000997.SZ

新大陆 振幅值达

15% 387478.5733 -4.58 12.84

002625.SZ

龙生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82430.0954 -11.82 25.02

600198.SH

大唐电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74781.3691 29.14 26.15

002491.SZ

通鼎互联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73627.5579 9.99 10.74

300431.SZ

暴风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59499.4888 33.10 46.12

002195.SZ

二三四五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58218.7675 10.00 19.44

000750.SZ

国海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38064.2804 10.01 8.07

002131.SZ

利欧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37044.9875 33.11 18.95

002326.SZ

永太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36707.8211 33.09 26.10

600626.SH

申达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27575.8344 25.69 19.20

002131.SZ

利欧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25655.1003 10.00 18.24

600565.SH

迪马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24489.9317 20.53 27.74

000930.SZ

中粮生化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17103.5486 10.01 18.45

000783.SZ

长江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01242.7548 -4.93 3.86

601689.SH

拓普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97713.3871 25.90 81.61

300024.SZ

机器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93364.0010 10.00 6.29

002439.SZ

启明星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93182.3142 33.09 13.83

002326.SZ

永太科技 振幅值达

15% 287675.9065 -2.18 19.21

603789.SH

星光农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83543.3070 33.09 99.75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0282.SH

南钢股份

2015-5-21 5.03 -8.55 7,782.00 39,143.46

000965.SZ

天保基建

2015-5-22 10.35 -10.00 3,490.00 36,121.50

600282.SH

南钢股份

2015-5-22 5.21 -10.02 6,340.00 33,031.40

300130.SZ

新国都

2015-5-20 110.25 -8.73 285.90 31,520.48

000002.SZ

万科

A 2015-5-22 14.49 2.40 2,153.43 31,203.18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5-5-22 38.12 0.05 780.00 29,733.60

002622.SZ

永大集团

2015-5-18 28.44 -10.00 1,018.00 28,951.92

000937.SZ

冀中能源

2015-5-22 9.51 1.82 3,000.00 28,530.00

000816.SZ

江淮动力

2015-5-21 15.37 -4.24 1,800.00 27,666.00

002294.SZ

信立泰

2015-5-21 31.69 -10.00 850.00 26,936.50

300130.SZ

新国都

2015-5-22 112.88 -4.98 236.00 26,639.68

300130.SZ

新国都

2015-5-21 110.25 -10.00 234.10 25,809.53

000816.SZ

江淮动力

2015-5-22 15.00 -7.29 1,556.01 23,340.15

002650.SZ

加加食品

2015-5-21 15.52 -9.98 1,450.00 22,504.00

601012.SH

隆基股份

2015-5-22 17.15 -7.00 1,300.00 22,295.00

000980.SZ

金马股份

2015-5-18 10.86 5.64 2,000.00 21,720.00

002390.SZ

信邦制药

2015-5-20 47.29 -5.06 450.00 21,280.50

300043.SZ

互动娱乐

2015-5-19 17.37 -4.98 1,200.00 20,844.00

002651.SZ

利君股份

2015-5-18 35.87 -10.01 580.00 20,804.60

601012.SH

隆基股份

2015-5-21 17.10 -7.01 1,200.00 20,520.00

601012.SH

隆基股份

2015-5-20 16.74 -7.00 1,200.00 20,088.00

002477.SZ

雏鹰农牧

2015-5-18 18.00 -6.05 1,110.00 19,980.00

300007.SZ

汉威电子

2015-5-20 86.63 -5.00 230.00 19,924.90

600759.SH

洲际油气

2015-5-19 17.20 0.70 1,157.00 19,900.40

600282.SH

南钢股份

2015-5-21 5.03 -8.55 3,928.00 19,757.84

600401.SH *ST

海润

2015-5-22 12.30 -4.95 1,600.00 19,680.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5-21 20.19 -2.42 950.00 19,180.50

300069.SZ

金利华电

2015-5-22 34.96 -9.99 520.00 18,179.20

002226.SZ

江南化工

2015-5-22 25.83 -4.51 700.00 18,081.00

002396.SZ

星网锐捷

2015-5-19 45.04 -9.99 400.00 18,016.00

002495.SZ

佳隆股份

2015-5-22 11.95 -10.02 1,504.00 17,972.80

002294.SZ

信立泰

2015-5-19 31.50 -8.54 560.00 17,640.00

300165.SZ

天瑞仪器

2015-5-22 34.25 -10.01 500.00 17,125.00

600401.SH *ST

海润

2015-5-21 12.40 -4.98 1,350.00 16,740.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5-20 20.20 -3.35 820.00 16,564.00

601908.SH

京运通

2015-5-19 20.00 -4.58 818.00 16,360.00

5月以来产业资本增持股票市场表现

5月产业资本减持环比增37%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份沪深两市大盘先抑后

扬，再度刷新本轮上涨新高。不过

相较于4月份764.63亿元的减持

额，5月份市场减持额出现显著增

加，达到1048.48亿元，环比增幅

达到37%。 不仅沪深两市的减持

规模较此前出现明显增长， 出现

减持股票的数量也显著增多。 分

市场来看， 主板净减持金额虽然

较大， 但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减持

股票数量显著高于主板。 分析人

士指出，经过前一波的快速上涨，

部分股票股价已经处在高位，这

也激发了产业资本进一步减持的

意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资金利

率下行和改革降低风险偏好这两

大投资逻辑并未发生松动， 牛市

尚未走完。 牛市中产业资本的减

持反而有助于个股轻装上阵，投

资者不必过度担忧。

减持规模环比增近四成

经历了4月份的单边加速上

涨后，5月以来沪深两市大盘先

抑后仰，走出V型反转，并再度刷

新本轮上涨新高。 Wind数据显

示，5月以来共有640只股票出现

重要股东持股变动，其中增持的

股票有70只，合计增持股份数量

3.51亿股，增持金额估算为63.39

亿元；遭减持的股票有560只，合

计减持股份数量为70.55亿股，

减持规模估算为1111.86亿元。

整 体 来 看 ， 净 减 持 金 额 为

1048.48亿元，这一数字较2月份

764.63亿元的减持规模增加了

37%。 由此来看，减持规模显著

高于增持规模。

从市场分布来看，中小企业

板有30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

持金额为14.14亿元。 233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312.77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减持

金额为298.63亿元。 创业板有17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4.12亿元。 142只股票出现减

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164.75亿

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

160.63亿元。 上证主板有8只股

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

9.90亿元。 有113只股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453.56亿元。 上

证 主 板 整 体 净 减 持 金 额 为

443.66亿元。 深证主板有20只股

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

35.23亿元。 有76只股票出现减

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178.78亿

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

143.55亿元。

总的看，5月以来，不仅沪深

两市的减持规模较此前出现明

显增长，出现减持股票的数量也

显著增多。 分市场来看，主板净

减持金额虽然较大，但创业板和

中小板的减持股票数量显著高

于主板。 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过

4月的一波整体上涨后， 场内个

股的股价均处在高位，不少股票

的股价甚至刷新历史新高，这激

发了产业资本的整体减持欲望。

牛市减持不碍新高路

从个股来看，在出现重要股

东持股变动的640只股票中，南

玻A、农产品、中炬高新和华西股

的增持金额居前，超过4亿元，分

别为16.28亿元、7.54亿元、6.39

亿元和4.83亿元。 金科股份、江

淮动力、洋河股份和兴业银行的

减持金额居前， 超过30亿元，分

别 为 30.68 亿 元 、30.72 亿 元 、

39.72亿元和176.90亿元。

从历史经验来看，获得增持

的股票往往能够走出一波强势

上攻行情，而获得减持的股票常

常会出现震荡整固，甚至大幅下

挫。 不过5月以来出现增减持的

股票并未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例

如增持金额最大的南玻A5月以

来仅小幅上涨1.68%， 增持金额

排在前十的美的集团5月也仅小

幅上涨3.11%。 而减持金额居前

的万马股份5月则走出翻倍行

情，华测检测涨幅也超过50%。

市场人士表示，4月市场迎

来一波整体上涨，期间市场鲜有

调整，产业资本选择静待时机，5

月以来虽然指数再度刷新历史

新高，但市场的波动幅度有所加

大， 此时产业资本选择减持，不

仅可以获得丰厚收益，还可以规

避震荡波动的风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熊市

中重要股东的减持往往会拖累

公司股价不同，牛市中产业资本

的减持反而有助于个股轻装上

阵，在2013年创业板走出单边上

行行情时，产业资本同样大肆减

持，不过个股却越减越涨，由此

来看， 短期流动性宽松预期仍

在，改革红利不断释放，资金利

率下行和改革降低风险偏好这

两大投资逻辑并未发生松动，牛

市尚未走完，投资者不必对产业

资本的减持过度担忧。

做多情绪高涨 机构看高一线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10家看多，0家看

平，1家看空；市场综合情绪指数

为60.9%， 较前一周大幅上升

10.3个百分点，显示做多情绪再

度高涨。与上周相比，共有7家机

构改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其

中2家机构修正了对中线的观

点：（1）平→多，新时代证券、太

平洋证券、申万宏源证券、民生

证券、银泰证券以及大同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多。 其中

新时代证券对中线趋势也转为

看多。 （2）空→多，西南证券对

中线趋势由空翻多，对本周趋势

仍持看多不变。 （3）多→平，申

万宏源证券对中线趋势由看多

转为看平。

银泰证券对后市非常乐观，

认为沪深主板将进入新一轮上

升行情，中小板和创业板出现显

著回调的可能性依然较低。 其分

析称宏观层面的积极信号和增

量资金入场是支撑主板继续上

涨的因素。 同样看好后市的大同

证券指出天量成交或推市场再

创新高，其认为对于政策和改革

红利的预期、互联网冲击传统估

值方式以及股市的赚钱效应成

为市场共识性看好中线行情的

主要逻辑。 大同证券认为本周行

情仍将维持强势， 但不如上周，

操作上关注与改革相关的板块。

民生证券表示沪指摸高

4658点显示仍有继续向上拓展

空间的可能， 随着打新资金回

流， 大盘短线技术指标再次修

好，有助于市场进入强势上攻格

局。后市关注量能的持续性和养

老金投资运营改革方案的进展

情况。申万宏源证券同样认为随

着本周资金回流，大盘有望继续

震荡走强向4800-5000点区间

迈进。 操作上建议顺势而为，但

适当收缩杠杆，避免小概率事件

发生。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目前市

场步入“小满” 时节，牛市格局

还将延续，后市大盘有望向5000

点进发，而中小板和创业板也有

追赶甚至超越主板的强劲势头。

操作上调整持仓结构，“大小”

通配。西部证券强调目前热点有

序切换、量能持续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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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

作上建议跟随市场节奏，整体持

仓控制在七成水平。

东吴证券则认为短期市场

或重回二八风格，前期持续调整

的金融、钢铁等权重板块再次启

动，估值相对优势获得机构重新

关注。中小板和创业板个股出现

挤出效应，或迎来休整行情。 建

议投资者加大权重仓位同时逐

步减持中小盘个股。 对此，西南

证券表示大盘或将延续沪强深

弱的格局，主要原因是对经济数

据的利好预期， 以及6月份中国

核电IPO使得资金加速流向沪

市，本周沪指有望挑战4800点。

本周信达证券看平短线走

势，认为股指连续上涨后难免宽

幅震荡， 但牛市格局不会改变。

国都证券则相对谨慎，提醒投资

者警惕短期回调风险，认为市场

对经济刺激政策期望值过高，如

果刺激力度不及预期会对市场

产生重大冲击。另外机构之间分

歧巨大，部分基金公司开始严控

中小板和创业板风险，一旦获利

回吐压力超过新增资金承受极

限，市场或出现快速、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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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限售股解禁表格一周多空分析表格

代码 名称

涉及股东

人数

总变动

方向

净买入股份数

合计(万股)

增减仓参考

市值(万元)

5月以来涨

跌幅（%）

000962.SZ

东方钽业

1

减持

-0.01 -0.18 5.7943

002458.SZ

益生股份

1

减持

-0.01 -0.20 20.1893

300021.SZ

大禹节水

1

减持

-0.02 -0.37 17.4613

002088.SZ

鲁阳股份

1

减持

-0.03 -0.50 19.6911

002133.SZ

广宇集团

1

减持

-0.06 -0.52 29.5349

002307.SZ

北新路桥

1

减持

-0.03 -0.57 -1.4369

000040.SZ

宝安地产

1

减持

-0.07 -0.73 63.8430

000606.SZ

青海明胶

1

减持

-0.07 -0.74 18.5388

300342.SZ

天银机电

1

减持

-0.02 -0.89 38.0849

002315.SZ

焦点科技

1

减持

-0.01 -1.02 25.1096

000713.SZ

丰乐种业

1

减持

-0.08 -1.08 16.8755

000915.SZ

山大华特

1

减持

-0.02 -1.08 42.8575

000759.SZ

中百集团

1

减持

-0.10 -1.10 7.9395

300214.SZ

日科化学

1

减持

-0.12 -1.12 10.5780

002565.SZ

上海绿新

1

减持

-0.10 -1.13 29.1434

000809.SZ

铁岭新城

1

减持

-0.09 -1.14 3.6296

002408.SZ

齐翔腾达

1

减持

-0.05 -1.35 4.1229

002623.SZ

亚玛顿

1

减持

-0.05 -1.61 27.0771

600223.SH

鲁商置业

1

减持

-0.20 -1.73 6.4682

002163.SZ

中航三鑫

1

减持

-0.16 -1.83 2.6361

000898.SZ

鞍钢股份

1

减持

-0.26 -1.89 -0.1368

002041.SZ

登海种业

1

减持

-0.04 -2.08 22.5378

002091.SZ

江苏国泰

1

减持

-0.10 -2.08 11.4010

000876.SZ

新希望

1

减持

-0.10 -2.10 11.6889

000737.SZ

南风化工

1

减持

-0.34 -2.42 18.2203

600823.SH

世茂股份

1

减持

-0.12 -2.51 0.5410

002666.SZ

德联集团

2

减持

-0.08 -2.68 21.5917

002564.SZ

天沃科技

1

减持

-0.20 -2.80 10.5263

002521.SZ

齐峰新材

1

减持

-0.19 -2.83 15.4778

000017.SZ

深中华

A 1

减持

-0.20 -3.23 51.8033

002493.SZ

荣盛石化

1

减持

-0.12 -3.25 26.8254

300076.SZ GQY

视讯

1

减持

-0.17 -3.36 55.5677

000625.SZ

长安汽车

1

减持

-0.15 -3.54 -3.0952

002177.SZ

御银股份

1

减持

-0.27 -3.88 45.3114

300002.SZ

神州泰岳

1

减持

-0.10 -3.88 6.1968

000705.SZ

浙江震元

1

减持

-0.20 -3.92 38.3797

002028.SZ

思源电气

1

减持

-0.20 -4.01 12.5789

300228.SZ

富瑞特装

1

减持

-0.05 -4.01 26.0173

600202.SH

哈空调

1

减持

-0.31 -4.21 12.9586

002052.SZ

同洲电子

2

减持

-0.26 -4.25 15.4362

002282.SZ

博深工具

1

减持

-0.30 -4.90 11.5835

002472.SZ

双环传动

1

减持

-0.20 -5.28 23.7896

002070.SZ

众和股份

1

减持

-0.43 -5.41 13.5352

002256.SZ

彩虹精化

1

减持

-0.20 -5.44 13.8703

002396.SZ

星网锐捷

1

减持

-0.12 -5.61 23.1672

300059.SZ

东方财富

1

减持

-0.10 -6.85 -6.1942

000825.SZ

太钢不锈

1

减持

-1.00 -7.11 3.4211

002146.SZ

荣盛发展

1

减持

-0.33 -7.64 -6.7034

002614.SZ

蒙发利

1

减持

-0.34 -8.65 56.9865

000516.SZ

国际医学

1

减持

-0.30 -9.72 16.0450

002620.SZ

瑞和股份

1

减持

-0.32 -9.89 49.9169

002326.SZ

永太科技

2

减持

-0.34 -10.64 107.6700

002508.SZ

老板电器

1

减持

-0.19 -10.84 26.8733

002090.SZ

金智科技

1

减持

-0.30 -11.27 21.8365

000807.SZ

云铝股份

1

减持

-1.23 -11.43 -0.7471

002054.SZ

德美化工

1

减持

-0.81 -11.83 3.6217

300107.SZ

建新股份

1

减持

-1.25 -13.83 32.7259

600500.SH

中化国际

1

减持

-1.19 -14.87 10.5762

000629.SZ

攀钢钒钛

1

减持

-3.10 -15.19 -7.6636

600815.SH

厦工股份

2

减持

-1.10 -17.21 19.1489

600380.SH

健康元

1

减持

-0.79 -18.93 21.0816

000488.SZ

晨鸣纸业

1

减持

-2.00 -20.21 15.0491

002397.SZ

梦洁家纺

1

减持

-1.00 -20.44 79.5812

000537.SZ

广宇发展

2

减持

-1.59 -20.45 10.2522

002585.SZ

双星新材

1

减持

-1.20 -21.09 11.1365

002170.SZ

芭田股份

1

减持

-1.09 -21.48 31.1417

600088.SH

中视传媒

1

减持

-0.60 -21.60 24.0746

600626.SH

申达股份

1

减持

-1.10 -21.61 -0.2508

300292.SZ

吴通通讯

1

减持

-0.50 -21.73 22.2524

002553.SZ

南方轴承

2

减持

-0.80 -24.48 52.0123

002202.SZ

金风科技

2

减持

-1.16 -25.12 15.1666

002715.SZ

登云股份

2

减持

-0.55 -25.21 41.9689

002364.SZ

中恒电气

1

减持

-0.80 -26.72 33.7856

600739.SH

辽宁成大

1

减持

-1.00 -28.65 13.4768

代码 名称

涉及股东

人数

总变动

方向

净买入股份数

合计(万股)

增减仓参考

市值(万元)

5月以来涨

跌幅（%）

000012.SZ

南玻

A 1.00

增持

10411.84 162832.63 1.68

000061.SZ

农产品

1.00

增持

3393.93 75445.85 28.38

600872.SH

中炬高新

1.00

增持

3250.27 63884.70 0.00

000936.SZ

华西股份

1.00

增持

4212.40 48258.29 16.51

002140.SZ

东华科技

3.00

增持

1417.16 32645.02 14.54

002491.SZ

通鼎互联

1.00

增持

446.53 29331.75 317.71

000333.SZ

美的集团

1.00

增持

648.38 22682.46 3.11

000007.SZ

零七股份

1.00

增持

1160.32 22156.15 10.49

002014.SZ

永新股份

2.00

增持

1628.80 21496.21 59.58

002589.SZ

瑞康医药

1.00

增持

237.30 20463.05 38.83

300208.SZ

恒顺众昇

4.00

增持

262.88 19374.38 95.25

002175.SZ

广陆数测

5.00

增持

1184.98 19065.04 13.06

600337.SH

美克家居

1.00

增持

1499.90 16947.54 10.41

600978.SH

宜华木业

1.00

增持

899.80 12559.64 16.36

000016.SZ

深康佳

A 1.00

增持

2102.17 10655.05 23.14

300042.SZ

朗科科技

2.00

增持

417.96 10209.45 22.59

002610.SZ

爱康科技

1.00

增持

286.13 8891.93 25.60

000026.SZ

飞亚达

A 1.00

增持

432.19 7239.53 30.77

002347.SZ

泰尔重工

1.00

增持

266.17 4707.73 43.16

600988.SH

赤峰黄金

1.00

增持

218.49 4607.09 22.86

300337.SZ

银邦股份

3.00

增持

194.42 4376.44 23.03

300220.SZ

金运激光

2.00

增持

66.36 3530.96 44.10

000801.SZ

四川九洲

2.00

增持

105.34 2930.88 33.80

300251.SZ

光线传媒

1.00

增持

67.85 2024.25 18.85

002338.SZ

奥普光电

1.00

增持

28.85 1731.27 29.15

300020.SZ

银江股份

8.00

增持

25.33 1596.20 66.95

002649.SZ

博彦科技

2.00

增持

16.12 1172.04 36.83

002301.SZ

齐心集团

1.00

增持

45.39 864.33 21.19

600143.SH

金发科技

4.00

增持

76.61 862.55 27.77

002069.SZ

獐子岛

1.00

增持

33.48 540.94 17.48

002038.SZ

双鹭药业

2.00

增持

5.07 283.50 29.87

600193.SH

创兴资源

1.00

增持

12.62 155.05 52.54

002410.SZ

广联达

1.00

增持

2.77 102.06 42.29

002308.SZ

威创股份

1.00

增持

2.00 46.92 55.82

300115.SZ

长盈精密

1.00

增持

1.16 40.62 20.37

000680.SZ

山推股份

1.00

增持

2.00 20.54 5.49

300136.SZ

信维通信

1.00

增持

0.56 18.95 33.18

000698.SZ

沈阳化工

1.00

增持

2.00 18.89 27.28

600555.SH

九龙山

1.00

增持

1.50 14.35 29.35

002440.SZ

闰土股份

1.00

增持

0.50 14.34 1.31

002437.SZ

誉衡药业

1.00

增持

0.30 10.33 12.01

300166.SZ

东方国信

2.00

增持

0.30 9.04 82.60

000821.SZ

京山轻机

1.00

增持

0.40 8.08 16.70

002418.SZ

康盛股份

1.00

增持

0.27 7.07 26.28

300222.SZ

科大智能

1.00

增持

0.21 5.80 73.81

601890.SH

亚星锚链

1.00

增持

0.30 5.25 26.42

000683.SZ

远兴能源

1.00

增持

0.70 5.17 15.21

002161.SZ

远望谷

1.00

增持

0.20 3.69 53.57

002142.SZ

宁波银行

1.00

增持

0.20 3.62 -0.31

000568.SZ

泸州老窖

1.00

增持

0.13 3.12 2.30

002523.SZ

天桥起重

2.00

增持

0.35 3.09 25.36

300394.SZ

天孚通信

1.00

增持

0.03 3.04 2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