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月度净减持情况

6月个股净减持额排行榜

减持股行业分布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股价

今年以

来涨跌

幅

6月涨

跌幅%

变动

次数

涉及

股东

人数

净买入股

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

参考市

值(万元)

601899.SH

紫金矿业 有色金属

6.44 90.53 -7.60 4 4.00 -65167.00 -448784

600016.SH

民生银行 银行

10.99 1.71 9.68 2 2.00 -25131.28 -264880

300104.SZ

乐视网 传媒

71.50 385.00 5.43 2 1.00 -3524.03 -257567

002498.SZ

汉缆股份 电气设备

28.01 242.84 53.06 6 1.00 -10709.95 -239655

600094.SH

大名城 房地产

26.88 237.01 17.53 3 3.00 -7019.00 -189775

600873.SH

梅花生物 食品饮料

14.41 102.91 29.83 1 1.00 -15510.06 -154769

600673.SH

东阳光科 有色金属

12.37 117.36 31.60 4 2.00 -11890.00 -146710

601918.SH

国投新集 采掘

13.85 142.13 38.50 1 1.00 -12952.71 -137071

600406.SH

国电南瑞 电气设备

28.72 98.48 6.92 1 1.00 -4850.00 -136237

002174.SZ

游族网络 传媒

151.00 212.56 34.19 4 1.00 -1370.00 -120297

000425.SZ

徐工机械 机械设备

17.83 19.10 21.62 2 1.00 -6981.71 -115838

000667.SZ

美好集团 房地产

7.43 134.38 31.97 2 1.00 -17270.13 -111259

000831.SZ

五矿稀土 有色金属

38.05 26.88 7.58 3 3.00 -2884.66 -108794

000401.SZ

冀东水泥 建筑材料

19.30 47.67 18.40 2 1.00 -4997.09 -108115

002308.SZ

威创股份 计算机

31.00 275.76 35.43 3 1.00 -4170.00 -102330

002396.SZ

星网锐捷 通信

42.80 135.48 12.66 10 2.00 -2314.40 -100014

600031.SH

三一重工 机械设备

13.99 40.73 7.87 5 4.00 -8248.47 -96664.8

000650.SZ

仁和药业 医药生物

17.17 178.49 20.83 3 1.00 -6191.00 -87552.6

000603.SZ

盛达矿业 有色金属

34.41 180.67 2.72 4 2.00 -2530.00 -84515.9

600198.SH

大唐电信 通信

50.00 205.44 0.22 1 1.00 -1747.89 -82242.5

600398.SH

海澜之家 纺织服装

18.33 85.73 17.20 6 1.00 -5000.00 -81006.7

000725.SZ

京东方

A

电子

5.26 56.55 4.37 2 1.00 -14063.50 -75182.4

600425.SH

青松建化 建筑材料

11.79 71.12 21.55 1 1.00 -6893.93 -71609

002440.SZ

闰土股份 化工

33.58 87.39 17.33 5 4.00 -2083.00 -70591.9

002386.SZ

天原集团 化工

12.39 85.00 26.85 7 2.00 -4605.28 -66370.5

002250.SZ

联化科技 化工

28.35 91.55 9.16 3 2.00 -2461.26 -65007.2

002430.SZ

杭氧股份 机械设备

18.71 113.58 21.65 4 1.00 -3322.93 -63264.3

300171.SZ

东富龙 医药生物

80.62 249.46 8.95 1 1.00 -800.00 -62796.4

300151.SZ

昌红科技 机械设备

29.83 385.80 6.92 3 2.00 -2201.38 -61875.6

002356.SZ

浩宁达 电气设备

45.70 259.67 30.27 1 1.00 -1540.01 -59429

002340.SZ

格林美 有色金属

18.69 88.86 10.20 1 1.00 -2980.00 -57778.3

600775.SH

南京熊猫 通信

28.03 170.30 22.46 1 1.00 -2016.18 -56326.3

002168.SZ

深圳惠程 电气设备

21.45 111.75 13.01 2 1.00 -2731.00 -55096

002215.SZ

诺普信 化工

28.45 330.15 -1.96 2 1.00 -1800.00 -54735.1

002163.SZ

中航三鑫 建筑材料

19.69 208.62 18.40 5 2.00 -2800.00 -51683

300253.SZ

卫宁软件 计算机

86.42 208.96 21.60 1 1.00 -650.00 -51562.9

600971.SH

恒源煤电 采掘

11.68 33.79 21.04 5 1.00 -5000.00 -51505.4

600767.SH

运盛实业 房地产

36.05 222.45 9.77 2 1.00 -1470.00 -50422.4

000589.SZ

黔轮胎

A

化工

13.70 104.48 20.60 2 1.00 -4000.00 -49424.8

000042.SZ

中洲控股 房地产

29.44 93.30 27.17 9 3.00 -1805.99 -48938.8

000722.SZ

湖南发展 公用事业

32.50 300.74 77.79 3 1.00 -1629.99 -48610.1

600654.SH

中安消 电子

43.63 320.62 22.21 1 1.00 -1200.00 -47547.7

300163.SZ

先锋新材 化工

58.60 461.84 23.45 3 2.00 -792.50 -46069.9

002675.SZ

东诚药业 医药生物

63.00 161.27 1.69 5 2.00 -895.35 -45792.6

600133.SH

东湖高新 综合

17.27 106.83 28.21 2 2.00 -3148.99 -45426.7

002351.SZ

漫步者 电子

52.64 179.96 29.05 3 2.00 -900.00 -44055.1

002447.SZ

壹桥海参 农林牧渔

19.28 162.74 20.50 6 3.00 -2433.00 -43520.6

300128.SZ

锦富新材 电子

34.74 172.47 31.09 8 1.00 -1500.00 -43139.7

600961.SH

株冶集团 有色金属

19.89 107.40 30.43 1 1.00 -2637.28 -43131

600789.SH

鲁抗医药 医药生物

23.80 200.51 47.46 1 1.00 -2625.27 -43033

002327.SZ

富安娜 纺织服装

20.98 214.42 22.55 3 2.00 -2329.84 -41919.7

300314.SZ

戴维医疗 医药生物

49.21 296.05 30.36 3 1.00 -900.00 -40364

601666.SH

平煤股份 采掘

8.94 48.26 20.97 1 1.00 -4996.85 -38262.2

600579.SH

天华院 机械设备

23.97 101.60 30.70 1 1.00 -1899.99 -38169.2

601566.SH

九牧王 纺织服装

34.53 174.98 -5.71 1 1.00 -1150.00 -38088.1

000887.SZ

中鼎股份 汽车

39.90 189.13 26.71 1 1.00 -1000.00 -37629.9

002651.SZ

利君股份 机械设备

64.00 180.70 29.69 2 1.00 -703.00 -36867.1

600552.SH

方兴科技 建筑材料

36.99 94.58 6.97 5 2.00 -977.98 -36425.8

300383.SZ

光环新网 传媒

90.16 427.62 -6.33 1 1.00 -350.00 -36257.9

300043.SZ

互动娱乐 传媒

21.70 264.81 26.38 1 1.00 -1869.00 -35152.1

601636.SH

旗滨集团 建筑材料

14.29 67.72 18.39 12 2.00 -2702.00 -35011.8

300252.SZ

金信诺 通信

61.28 253.34 2.13 1 1.00 -550.00 -34587.3

002228.SZ

合兴包装 轻工制造

38.09 182.57 20.16 1 1.00 -1000.00 -32797.9

000517.SZ

荣安地产 房地产

24.02 218.45 24.94 2 2.00 -1435.57 -31573.5

券商名称 本周趋势 中线趋势 本周区间 本周热点

银泰证券 平 多

5000-5200

白酒、国企改革、新能源

民生证券 多 多

5000-5300

银行、券商

西部证券 平 多

4950-5330

券商、保险

大同证券 多 多

5100-5400

国企改革、券商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5100-5500

大金融、国企改革

西南证券 多 多

5000-5180

金融、地产

申万宏源 平 多

5050-5300

高弹性小盘题材

东吴证券 平 多

5000-5300

国企改革

券商名称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国企改革 银泰证券、大同证券、新时代证券、东吴证券

50%

券商 民生证券、西部证券、大同证券

38%

大金融 新时代证券、西南证券

25%

保险 大同证券

13%

地产 西南证券

13%

白酒 银泰证券

13%

新能源 银泰证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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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92.SZ

奥飞动漫

2015-6-16 593.24 64721.24 61666.80

600711.SH

盛屯矿业

2015-6-16 32300.00 118920.65 30784.5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74.SZ

华平股份

2015-6-15 867.14 35792.18 17007.8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22.SZ

科大智能

2015-6-16 1093.06 14645.12 16495.0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17.SZ

众生药业

2015-6-15 248.64 23128.03 13812.7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81.SZ

金明精机

2015-6-16 100.15 10595.22 13653.1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098.SZ

高新兴

2015-6-16 234.12 19696.17 9662.2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148.SZ

天舟文化

2015-6-16 6516.16 33751.90 8483.2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45.SZ

南方泵业

2015-6-15 48.74 17764.60 8466.1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181.SZ

粤传媒

2015-6-19 75836.62 110720.42 5385.4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804.SH

鹏博士

2015-6-15 860.53 135248.11 3933.6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26.SZ

凯利泰

2015-6-15 8709.31 13734.31 3872.9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138.SZ

顺络电子

2015-6-15 8477.42 72033.58 2060.3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09.SH

罗顿发展

2015-6-19 4304.97 42204.00 1697.11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860.SZ

顺鑫农业

2015-6-15 12447.42 56299.92 759.0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30.SZ

华虹计通

2015-6-19 5196.06 16417.74 589.5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722.SZ

湖南发展

2015-6-15 19602.75 46415.52 0.3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685.SZ

华东重机

2015-6-15 28140.00 55999.99 0.0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29.SZ

海伦钢琴

2015-6-19 6539.15 13398.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27.SZ

中颖电子

2015-6-15 4797.86 15488.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28.SZ

宜安科技

2015-6-19 16800.00 224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所属行业 个股数目

净减持额

(万元)

平均每只

净减持额（万元）

银行

2 -291684.71 -145842.35

有色金属

15 -917396.31 -61159.75

传媒

8 -464559.66 -58069.96

食品饮料

5 -178477.25 -35695.45

房地产

17 -519935.51 -30584.44

采掘

12 -285189.75 -23765.81

建筑材料

14 -326265.41 -23304.67

电气设备

33 -738471.64 -22377.93

通信

13 -289861.38 -22297.03

综合

5 -76395.38 -15279.08

机械设备

46 -684906.71 -14889.28

医药生物

25 -336575.61 -13463.02

休闲服务

3 -39697.96 -13232.65

纺织服装

17 -223414.23 -13142.01

公用事业

6 -74463.48 -12410.58

电子

22 -266567.16 -12116.69

计算机

33 -399066.39 -12092.92

钢铁

6 -64002.16 -10667.03

化工

43 -445566.47 -10362.01

非银金融

3 -30710.94 -10236.98

商业贸易

4 -39028.09 -9757.02

汽车

14 -133539.69 -9538.55

国防军工

2 -18182.74 -9091.37

农林牧渔

7 -56500.45 -8071.49

家用电器

6 -39546.17 -6591.03

轻工制造

11 -57997.89 -5272.54

交通运输

5 -25109.33 -5021.87

建筑装饰

10 -30319.16 -3031.92

6月重要股东净减持逾665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自5月以来，A股市场就进

入了高位震荡期，市场指数整体

没有了此前强势上攻的锐气，转

而低调蓄势休整，主力资金也打

起了游击战， 并逐步调仓换股。

面对这种相对较慢的市场节奏，

重要股东的减持冲动明显增强，

而6月上旬这种冲动仍然高涨。

据Wind数据统计，6月以来，共

有464股发生重要股东二级市场

交易，合计净减持40.60亿股，净

套现额度超过了665亿元， 延续

了今年春节以来逐月攀升态势。

尽管其中不少个股被减持后仍

有上涨，但股东减持冲动提升发

出的警示信号仍然值得警惕，特

别是在本周新股申购大潮再来

临前夕，指数“挖坑” 概率仍然

较大。

行情高位波动 减持热度不降

实际上，自春节以来，月度

净减持额度呈现出逐月上升态

势，2月份逾25亿股的净减持带

来近363亿元的套现额度；3月份

骤增至了635亿元，4月份为762

亿元， 而5月份净减持额达到了

1441.89亿元，环比4月增加了近

一倍，创出今年月度的新高。 而

今，6月上旬刚过，净减持额度已

达665亿元， 可见资金的减持力

度并没有减小。

广证恒生证券指出，股东大

量减持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

是股票估值提升过高或者相对

偏高，二是长期投资后选择部分

获利套现退出，三是为了在投资

和公司发展。

在这464只个股中，16只个

股的增减持总体持平，387只个

股遭遇减持，61只个股获得增

持。 其中，遭遇减持的个股合计

净减持金额为705.34亿元，机械

设备和化工行业个股数目最多，

分别有46只和43只；电气设备和

计算机行业则均有33只，医药生

物和电子行业的也均超过了20

只。

不过从行业个股的平均净

减持额度来看，民生银行和宁波

银行这两只个股使得银行板块

位居首位， 平均遭遇了14.58亿

元的净减持；而紫金矿业则拉高

了有色金属行业15只个股的平

均值，平均值为6.12亿元，位居第

二位；传媒、食品饮料和房地产

行业个股的平均净减持额度分

别为5.81亿元、3.57亿元和3.06

亿元。

获得增持的个股中，长园集

团和万达信息的净增持额度最

高， 分别为11.56亿元和10.07亿

元，双塔食品、卓翼科技、零七股

份、山水文化和刚泰控股获得的

净增持额度也均超过了亿元。

前期涨幅较大 谨慎情绪升温

总体来看，上述遭遇减持的

个股普遍在今年表现良好，平均

涨幅超过了163%。 其中，涨幅最

大的是信雅达，年初至上周五涨

幅超过了5.27倍；先锋新材、新国

都、量子高科和光环新网在今年

涨幅也均超过了4倍；此外，还有

292只个股股价今年也实现了翻

倍。 仅有18只个股涨幅未超过

50%，其中，威华股份今年以来

微跌了0.63%， 与微涨1.71%的

民生银行一起成为仅有的两只

涨幅未超过19%的个股。

即便是6月以来， 这些遭遇

减 持 的 个 股 也 实 现 了 平 均

19.26%的涨幅。其中，硕贝德、新

能泰山、湖南发展和众业达的涨

幅最高，6月分别上涨了90.82%、

81.54%、77.79%和77.12%。

显然，上述不少个股正是因

为涨势良好，而遭遇了二级市场

重要股东的套现行为。 这使得当

前高位徘徊、上攻乏力的A股市

场中谨慎情绪升温。 例如，乐视

网发布了股东减持的提示性公

告后，股价整体维系横盘态势。

不过，减持也不必然造成股

价的回落，有部分个股仍然保持

强势。如6月5日发布公告遭遇减

持的渤海股份不仅摆脱了震荡

格局， 还启动了加速上行模式，

江特电机、深天地A的走势也与

之相类似。

总体来看，当前市场中前期

涨幅较高以及高价股普遍面临

着调整压力，上述被二级市场重

要股东净减持的个股就是其中

的一些代表。 广证恒生证券指

出，尽管被减持个股部分仍有上

涨，但历史情况来看，股东减持

大多意味着股东认为当前估值

溢价较高、价格偏高，中长期回

调可能性相对较大，由此意味着

市场中期调整压力越来越大。

由于下周新股申购即将再

度来袭，且其中包括了计划融资

超过300亿元的国泰君安， 因而

当前市场情绪也就更加谨慎。 尽

管减持并不必然造成股价的回

调，但是叠加大盘在新股之前的

“挖坑规律” ， 投资者仍然宜对

遭遇减持的个股保持谨慎，并坚

持在股指洼地和低价股中掘金，

寻求安全边际更大且兼具题材

的个股。

先抑后扬 沪综指上涨

2.85%

上周沪综指整体维持震荡

休整格局。 伴随资金派发、技术

回踩、经济数据低迷、两融风控

收紧等一系列因素共振，5000点

上方指数拓展步伐有所放缓，市

场多空分歧进一步加大，导致每

日盘中指数频繁大幅波动；不过

本周后半段，受中小盘股短期超

跌反弹刺激， 场内热点遍地开

花，做多氛围有所升温，偏暖氛

围下沪综指碎步上行，于上周五

盘中触及5178.19点本轮牛市新

高，最终收盘报5166.35点，一周

累计上涨2.85%。

热点爆发为两市带来显著赚

钱效应。 据统计，一周以来全部A

股中共有1703只股票上涨， 区间

涨幅超过沪综指的有1331只股

票，涨幅超过10%的有592只，涨幅

超过30%的有80只。 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上周新股密集上市，市场

炒新热情延续至次新股， 因此5日

来市场涨幅居前的股票几乎悉数

为新股和次新股， 其中华铁科技、

石大胜华、骅威股份、赛摩电气、浙

大网新区间分别上涨61.12%、

61.10% 、61.10% 、61.09% 和

61.09%，位居两市个股涨幅前五。

自下周起，年内第八批新股

申购窗口打开，包括国泰君安在

内的25只股票冻结资金总量将

达到6万亿元左右， 或再创新股

重启以来新高，在不考虑场外增

量驰援的条件下，预计市场资金

面将受到显著掣肘，A股盘整格

局大概率延续。（叶涛）

补涨行情延续 食品饮料板块大涨

7.62%

上周，申万食品饮料指数收

出5连阳，全周大涨7.62%，涨幅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位居首

位。 61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

中，有50只股票实现上涨，占比

超8成。 次新股迎驾贡酒涨幅超

过 60% ， 光明乳业涨幅超过

40%，古越龙山、中葡股份、金枫

酒业、*ST水井和恒顺醋业涨幅

超过20%，共有20只股票涨幅超

过10%。 在下跌的11只股票中，

黑牛食品、麦趣尔和克明面业跌

幅超过5%， 其他股票的跌幅则

普遍较小。

目前来看，前期相对滞涨的

食品饮料板块有望迎来一波补

涨行情。 一方面， 本轮牛市以

来， 食品饮料行业相对滞涨，

2015年以来， 申万食品饮料指

数累计上涨67.47%， 涨幅在全

部行业指数中位居倒数第三。而

且目前食品饮料行业市盈率为

37倍，估值相对较低，从绝对值

看，食品饮料行业估值也处于历

史底部。

另一方面，食品饮料行业经

过了3年调整， 行业优质资源加

速聚集，从需求端来看，受益需

求复苏和消费升级，可选消费品

有望显现需求弹性，龙头企业下

半年业绩有超预期的可能。

在投资策略上， 建议投资

者增配具有估值优势的蓝筹

股， 同时在旧商业模式的基础

上，关注具备创新、转型基因的

股票。 （徐伟平）

高位调整 网络安全概念下跌

3.22%

上周，在119个Wind概念板

块中， 有110个实现了不同程度

的上涨。 而上半年表现强势的网

络安全概念却以3.22%的跌幅位

居涨幅榜末端。 从成分股来看，

15只正常交易的网络安全概念

股中，上周仅有4只实现上涨，涨

幅 最 大 的 启 明 星 辰 仅 上 涨

6.08%， 而且还是依靠上周五大

涨8.67%扭转了前几日的调整态

势。 相反，绿盟科技、证通电子和

任子行的跌幅均超过了10%。

网络安全板块的这种走势

实际上与消息面利好频传形成

了一定的背离。 5月下旬的全国

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上

特别强调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6月初， 第二季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拉开帷幕；此外，工信部也

将网络安全纳入了宽带中国战

略规划……总体来看，在网络无

处不在的当代社会，网络安全的

重要性也就日益提升，因而相关

板块也就难以被资金忽视。

如果一定要说是什么引发了

近期这种调整走势，最主要的理由

可能就是前期涨太多，而且近期市

场有高价股集中回调态势。 18只

网络安全概念股在2015年均表现

强势，其中，涨幅最高的兆日科技

上涨了超过5倍， 最新收于160.03

元；工大高新和证通电子的涨幅也

均超过了4倍； 今年涨幅最小的飞

天诚信也上涨了超过九成，而其是

唯一一个今年未翻倍的网络安全

概念股。 由此，网络安全板块股价

普遍偏高，获利盘丰厚，在当前高

位震荡中容易遭遇资金派发。不过

鉴于该概念板块符合未来发展的

大趋势，优质标的未来仍然值得逢

低介入。（张怡）

探底回升 创业板指数上涨

0.36%

上周，创业板指数以“一阴

四阳” 的走势探底回升。 上周一

大跌4.67%；周二强震收红，微涨

0.03%； 周三强势反弹， 大涨

3.49%；周四延续反弹，但涨势放

缓，涨幅仅为0.72%；周五则围绕

3900点展开拉锯战，最终收出十

字星，全日上涨了0.97%。 由此，

创业板指数上周的周涨幅为

0.36%，明显跑输沪深股指。

尽管罕见“三连阴” 引发了

抄底资金的进场，但从上周创业板

指数收出的“四连阳”看，反弹动

能明显不足。 除了上周三大涨之

外， 其余三个交易日均为震荡小

涨。而上周沪深股指双双创出七年

新高， 中小板指数也刷新历史新

高，与之相比，创业板表现明显疲

弱。究其原因，一方面，创业板指数

上方4000点压力较大， 加上前期

累积了大量获利盘，因此资金恐高

情绪和获利回吐意愿提升。另一方

面，蓝筹股近期轮番表现，引发风

格切换预期，加上震荡分化使得低

估值蓝筹股的吸引力提升，也对创

业板造成一定的资金分流。

个股方面，上周创业板中共

有236只个股实现上涨，173只个

股下跌。 其中，赛摩电气、华仁药

业、华铭智能、四方精创等18只

个股的涨幅超过60%，共有29只

个股涨幅超过了30%。 与之对

比，长亮科技、金亚科技、绿盟科

技累计跌幅居前，全周分别下跌

21.60%、18.99%和15.73%，共有

24只个股跌幅超过10%。

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以

创业板为载体的成长股总体趋势

向好。 但短期随着蓝筹板块的启

动和市场分歧的加剧， 创业板指

数波动加大。 预计后市创业板指

数还将在震荡中前行， 个股分化

将进一步凸显。 短期操作上应控

制仓位，不宜盲目追高，建议精选

前期涨幅不大或遭遇错杀的风口

优质品种，快速进出。（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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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多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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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因素增多 震荡料加剧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4家看多，4家看平。本

周没有券商看空，表明市场综合

情绪积极稳定；但看多和看平的

券商家数各占一半，表明多空分

歧明显加大， 看平比例环比提

升，也表明机构对于后市震荡整

理的预期升温。

与上周相比， 在7家可比券

商中，只有西部证券改变了对短

期大盘走势的看法， 由多转平，

对中线持看多不变， 其余6家券

商均维持原先判断。另外，本周8

家券商均对中线持看多判断。

在看多后市的4家机构中，

西南证券表示， 本周为6月份的

第三个交易周，既是开始新股密

集发行的一周， 也是股指期货

1506合约的最后交易周，还是端

午节假期前的一周。 由于5月份

经济数据显示景气度维持低位，

刺激政策仍会继续加码，对市场

构成支撑，但一级市场短期内会

吸引资金流出，大盘将出现剧烈

震荡，预计将先抑后扬，失守后

会再度站稳5100点整数关口。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上周大

盘基本上维持高位震荡整理的

格局， 以消化市场获利筹码，多

方仍占据优势，中线趋势继续向

好。日K线上，均线系统保持多头

排列， 对大盘构成强劲支撑，短

期趋势继续向上。 本周新股IPO

又将开始，市场资金面将再次面

临考验，不过相对此前冻结的资

金量预计将出现明显减少，这对

市场多方较为有利，后市大盘有

望依托5日均线震荡攀升， 继续

向上拓展上升空间。 操作策略

上， 建议投资者逢低积极介入，

持股待涨。

大同证券认为，国泰君安本

周发行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个

事件。 中国核电发行时恰逢股指

逼近5000点市场多空分歧加大，

其发行促成了市场的调整；现在

虽然大盘突破5100点，但立足未

稳， 对于利空消息也处于敏感

期，所以国泰君安发行期间市场

仍有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震荡。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国泰君安发

行结束且资金解冻之后，市场并

未出现预期的上涨，将是一个巨

大的危险信号，所谓“该涨不涨，

必有大跌” 。 品种上，MSCI未将

A股纳入，对于蓝筹股重夺市场

话语权有一定影响，预计短期题

材股可能重新活跃。

民生证券指出，本周有23只

新股申购， 短期抽离资金明显，

市场仍以震荡整理为主。 操作

上，在市场热点主线并不明晰的

时候，以精选个股为主，关注涨

幅较小的个股的补涨机会。 经济

增长较弱，货币宽松预期不变。

看平本周趋势的4家机构

中，银泰证券认为，沪深两市短

期向上将面临动力不足的局面，

但向下显著回调的风险亦相对

较低。 首先，A股增量资金入场

的趋势仍在延续，对市场形成有

力支撑。 其次，权重蓝筹估值优

势依然明显，决定了其调整空间

有限。 然而，政策降温对市场形

成负面影响；大量获利盘使得新

一轮上涨之前存在休整的必要；

中小市值股将面临半年报业绩

证伪的压力。预计沪指5000点附

近反复整理将是大概率事件，投

资者无需过分担忧，但同样不宜

盲目乐观。

东吴证券指出，投资者需注

意一些短期的负面因素将袭扰

市场。 首先，新股发行令资金面

较前期更为紧张。 其次，两市成

交量继上周一创下天量后快速

萎缩， 表明多空双方较为谨慎。

另外，热点持续性下降，板块和

个股轮动加快，表明市场心态较

为浮躁， 不利于指数继续拉升。

后市股指仍将在多空双方频繁

争夺中走出震荡走势，热点切换

将会变得更加频繁。 建议投资者

尽量在调整时介入而不宜再盲

目追高，并适当降低盈利预期。

西部证券分析，上周上涨缩

量表明做多力量有所谨慎，不过

中长期趋势稳定。 指数与均线偏

离度过大，强势形态之下调整会

以盘中回刺来完成。 总体看，市

场暂处于多空对峙的整固阶段，

沪指5000点关口将是多空防守

的重要点位。 操作策略方面，提

高持股集中度的同时，应符合基

本面、技术面俱佳要求，整体持

仓置于可攻可守的半仓水平。

申万宏源认为，在上证指数

跨越5000点整数关，创业板指突

破4000点整数关时，需要获利回

吐、震荡洗盘，这是行情上涨到

重要关口时的客观要求，符合技

术惯例。 目前，消化整固只有一

周，尚不充分，后市还有持续换

手的要求。 新股分流也使得本周

应以防守为主。 另外，上周中国

中车冲高回落对权重股板块以

及大央企整合预期产生不利影

响，制约两市权重股表现及主板

指数的运行状态。 操作上看，震

荡中建议投资者适当收缩杠杆，

同时可以留出部分资金参与新

股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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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月度净减持情况

6月重要股东净减持逾665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自5月以来，A股市场就进

入了高位震荡期，市场指数整体

没有了此前强势上攻的锐气，转

而低调蓄势休整，主力资金也打

起了游击战， 并逐步调仓换股。

面对这种相对较慢的市场节奏，

重要股东的减持冲动明显增强，

而6月上旬这种冲动仍然高涨。

据Wind数据统计，6月以来，共

有464股发生重要股东二级市场

交易，合计净减持40.60亿股，净

套现额度超过了665亿元， 延续

了今年春节以来逐月攀升态势。

尽管其中不少个股被减持后仍

有上涨，但股东减持冲动提升发

出的警示信号仍然值得警惕，特

别是在本周新股申购大潮再来

临前夕，指数“挖坑” 概率仍然

较大。

行情高位波动 减持热度不降

实际上，自春节以来，月度

净减持额度呈现出逐月上升态

势，2月份逾25亿股的净减持带

来近363亿元的套现额度；3月份

骤增至了635亿元，4月份为762

亿元， 而5月份净减持额达到了

1441.89亿元，环比4月增加了近

一倍，创出今年月度的新高。 而

今，6月上旬刚过，净减持额度已

达665亿元， 可见资金的减持力

度并没有减小。

广证恒生证券指出，股东大

量减持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

是股票估值提升过高或者相对

偏高，二是长期投资后选择部分

获利套现退出，三是为了在投资

和公司发展。

在这464只个股中，16只个

股的增减持总体持平，387只个

股遭遇减持，61只个股获得增

持。 其中，遭遇减持的个股合计

净减持金额为705.34亿元，机械

设备和化工行业个股数目最多，

分别有46只和43只；电气设备和

计算机行业则均有33只，医药生

物和电子行业的也均超过了20

只。

不过从行业个股的平均净

减持额度来看，民生银行和宁波

银行这两只个股使得银行板块

位居首位， 平均遭遇了14.58亿

元的净减持；而紫金矿业则拉高

了有色金属行业15只个股的平

均值，平均值为6.12亿元，位居第

二位；传媒、食品饮料和房地产

行业个股的平均净减持额度分

别为5.81亿元、3.57亿元和3.06

亿元。

获得增持的个股中，长园集

团和万达信息的净增持额度最

高， 分别为11.56亿元和10.07亿

元，双塔食品、卓翼科技、零七股

份、山水文化和刚泰控股获得的

净增持额度也均超过了亿元。

前期涨幅较大 谨慎情绪升温

总体来看，上述遭遇减持的

个股普遍在今年表现良好，平均

涨幅超过了163%。 其中，涨幅最

大的是信雅达，年初至上周五涨

幅超过了5.27倍；先锋新材、新国

都、量子高科和光环新网在今年

涨幅也均超过了4倍；此外，还有

292只个股股价今年也实现了翻

倍。 仅有18只个股涨幅未超过

50%，其中，威华股份今年以来

微跌了0.63%， 与微涨1.71%的

民生银行一起成为仅有的两只

涨幅未超过19%的个股。

即便是6月以来， 这些遭遇

减 持 的 个 股 也 实 现 了 平 均

19.26%的涨幅。其中，硕贝德、新

能泰山、湖南发展和众业达的涨

幅最高，6月分别上涨了90.82%、

81.54%、77.79%和77.12%。

显然，上述不少个股正是因

为涨势良好，而遭遇了二级市场

重要股东的套现行为。 这使得当

前高位徘徊、上攻乏力的A股市

场中谨慎情绪升温。 例如，乐视

网发布了股东减持的提示性公

告后，股价整体维系横盘态势。

不过，减持也不必然造成股

价的回落，有部分个股仍然保持

强势。如6月5日发布公告遭遇减

持的渤海股份不仅摆脱了震荡

格局， 还启动了加速上行模式，

江特电机、深天地A的走势也与

之相类似。

总体来看，当前市场中前期

涨幅较高以及高价股普遍面临

着调整压力，上述被二级市场重

要股东净减持的个股就是其中

的一些代表。 广证恒生证券指

出，尽管被减持个股部分仍有上

涨，但历史情况来看，股东减持

大多意味着股东认为当前估值

溢价较高、价格偏高，中长期回

调可能性相对较大，由此意味着

市场中期调整压力越来越大。

由于下周新股申购即将再

度来袭，且其中包括了计划融资

超过300亿元的国泰君安， 因而

当前市场情绪也就更加谨慎。 尽

管减持并不必然造成股价的回

调，但是叠加大盘在新股之前的

“挖坑规律” ， 投资者仍然宜对

遭遇减持的个股保持谨慎，并坚

持在股指洼地和低价股中掘金，

寻求安全边际更大且兼具题材

的个股。

先抑后扬 沪综指上涨

2.85%

上周沪综指整体维持震荡

休整格局。 伴随资金派发、技术

回踩、经济数据低迷、两融风控

收紧等一系列因素共振，5000点

上方指数拓展步伐有所放缓，市

场多空分歧进一步加大，导致每

日盘中指数频繁大幅波动；不过

本周后半段，受中小盘股短期超

跌反弹刺激， 场内热点遍地开

花，做多氛围有所升温，偏暖氛

围下沪综指碎步上行，于上周五

盘中触及5178.19点本轮牛市新

高，最终收盘报5166.35点，一周

累计上涨2.85%。

热点爆发为两市带来显著赚

钱效应。 据统计，一周以来全部A

股中共有1703只股票上涨， 区间

涨幅超过沪综指的有1331只股

票，涨幅超过10%的有592只，涨幅

超过30%的有80只。 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上周新股密集上市，市场

炒新热情延续至次新股， 因此5日

来市场涨幅居前的股票几乎悉数

为新股和次新股， 其中华铁科技、

石大胜华、骅威股份、赛摩电气、浙

大网新区间分别上涨61.12%、

61.10% 、61.10% 、61.09% 和

61.09%，位居两市个股涨幅前五。

自下周起，年内第八批新股

申购窗口打开，包括国泰君安在

内的25只股票冻结资金总量将

达到6万亿元左右， 或再创新股

重启以来新高，在不考虑场外增

量驰援的条件下，预计市场资金

面将受到显著掣肘，A股盘整格

局大概率延续。（叶涛）

补涨行情延续 食品饮料板块大涨

7.62%

上周，申万食品饮料指数收

出5连阳，全周大涨7.62%，涨幅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位居首

位。 61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

中，有50只股票实现上涨，占比

超8成。 次新股迎驾贡酒涨幅超

过 60% ， 光明乳业涨幅超过

40%，古越龙山、中葡股份、金枫

酒业、*ST水井和恒顺醋业涨幅

超过20%，共有20只股票涨幅超

过10%。 在下跌的11只股票中，

黑牛食品、麦趣尔和克明面业跌

幅超过5%， 其他股票的跌幅则

普遍较小。

目前来看，前期相对滞涨的

食品饮料板块有望迎来一波补

涨行情。 一方面， 本轮牛市以

来， 食品饮料行业相对滞涨，

2015年以来， 申万食品饮料指

数累计上涨67.47%， 涨幅在全

部行业指数中位居倒数第三。而

且目前食品饮料行业市盈率为

37倍，估值相对较低，从绝对值

看，食品饮料行业估值也处于历

史底部。

另一方面，食品饮料行业经

过了3年调整， 行业优质资源加

速聚集，从需求端来看，受益需

求复苏和消费升级，可选消费品

有望显现需求弹性，龙头企业下

半年业绩有超预期的可能。

在投资策略上， 建议投资

者增配具有估值优势的蓝筹

股， 同时在旧商业模式的基础

上，关注具备创新、转型基因的

股票。 （徐伟平）

高位调整 网络安全概念下跌

3.22%

上周，在119个Wind概念板

块中， 有110个实现了不同程度

的上涨。 而上半年表现强势的网

络安全概念却以3.22%的跌幅位

居涨幅榜末端。 从成分股来看，

15只正常交易的网络安全概念

股中，上周仅有4只实现上涨，涨

幅 最 大 的 启 明 星 辰 仅 上 涨

6.08%， 而且还是依靠上周五大

涨8.67%扭转了前几日的调整态

势。 相反，绿盟科技、证通电子和

任子行的跌幅均超过了10%。

网络安全板块的这种走势

实际上与消息面利好频传形成

了一定的背离。 5月下旬的全国

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上

特别强调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6月初， 第二季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拉开帷幕；此外，工信部也

将网络安全纳入了宽带中国战

略规划……总体来看，在网络无

处不在的当代社会，网络安全的

重要性也就日益提升，因而相关

板块也就难以被资金忽视。

如果一定要说是什么引发了

近期这种调整走势，最主要的理由

可能就是前期涨太多，而且近期市

场有高价股集中回调态势。 18只

网络安全概念股在2015年均表现

强势，其中，涨幅最高的兆日科技

上涨了超过5倍， 最新收于160.03

元；工大高新和证通电子的涨幅也

均超过了4倍； 今年涨幅最小的飞

天诚信也上涨了超过九成，而其是

唯一一个今年未翻倍的网络安全

概念股。 由此，网络安全板块股价

普遍偏高，获利盘丰厚，在当前高

位震荡中容易遭遇资金派发。不过

鉴于该概念板块符合未来发展的

大趋势，优质标的未来仍然值得逢

低介入。（张怡）

探底回升 创业板指数上涨

0.36%

上周，创业板指数以“一阴

四阳” 的走势探底回升。 上周一

大跌4.67%；周二强震收红，微涨

0.03%； 周三强势反弹， 大涨

3.49%；周四延续反弹，但涨势放

缓，涨幅仅为0.72%；周五则围绕

3900点展开拉锯战，最终收出十

字星，全日上涨了0.97%。 由此，

创业板指数上周的周涨幅为

0.36%，明显跑输沪深股指。

尽管罕见“三连阴” 引发了

抄底资金的进场，但从上周创业板

指数收出的“四连阳”看，反弹动

能明显不足。 除了上周三大涨之

外， 其余三个交易日均为震荡小

涨。而上周沪深股指双双创出七年

新高， 中小板指数也刷新历史新

高，与之相比，创业板表现明显疲

弱。究其原因，一方面，创业板指数

上方4000点压力较大， 加上前期

累积了大量获利盘，因此资金恐高

情绪和获利回吐意愿提升。另一方

面，蓝筹股近期轮番表现，引发风

格切换预期，加上震荡分化使得低

估值蓝筹股的吸引力提升，也对创

业板造成一定的资金分流。

个股方面，上周创业板中共

有236只个股实现上涨，173只个

股下跌。 其中，赛摩电气、华仁药

业、华铭智能、四方精创等18只

个股的涨幅超过60%，共有29只

个股涨幅超过了30%。 与之对

比，长亮科技、金亚科技、绿盟科

技累计跌幅居前，全周分别下跌

21.60%、18.99%和15.73%，共有

24只个股跌幅超过10%。

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以

创业板为载体的成长股总体趋势

向好。 但短期随着蓝筹板块的启

动和市场分歧的加剧， 创业板指

数波动加大。 预计后市创业板指

数还将在震荡中前行， 个股分化

将进一步凸显。 短期操作上应控

制仓位，不宜盲目追高，建议精选

前期涨幅不大或遭遇错杀的风口

优质品种，快速进出。（李波）

扰动因素增多 震荡料加剧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4家看多，4家看平。本

周没有券商看空，表明市场综合

情绪积极稳定；但看多和看平的

券商家数各占一半，表明多空分

歧明显加大， 看平比例环比提

升，也表明机构对于后市震荡整

理的预期升温。

与上周相比， 在7家可比券

商中，只有西部证券改变了对短

期大盘走势的看法， 由多转平，

对中线持看多不变， 其余6家券

商均维持原先判断。另外，本周8

家券商均对中线持看多判断。

在看多后市的4家机构中，

西南证券表示， 本周为6月份的

第三个交易周，既是开始新股密

集发行的一周， 也是股指期货

1506合约的最后交易周，还是端

午节假期前的一周。 由于5月份

经济数据显示景气度维持低位，

刺激政策仍会继续加码，对市场

构成支撑，但一级市场短期内会

吸引资金流出，大盘将出现剧烈

震荡，预计将先抑后扬，失守后

会再度站稳5100点整数关口。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上周大

盘基本上维持高位震荡整理的

格局， 以消化市场获利筹码，多

方仍占据优势，中线趋势继续向

好。日K线上，均线系统保持多头

排列， 对大盘构成强劲支撑，短

期趋势继续向上。 本周新股IPO

又将开始，市场资金面将再次面

临考验，不过相对此前冻结的资

金量预计将出现明显减少，这对

市场多方较为有利，后市大盘有

望依托5日均线震荡攀升， 继续

向上拓展上升空间。 操作策略

上， 建议投资者逢低积极介入，

持股待涨。

大同证券认为，国泰君安本

周发行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个

事件。 中国核电发行时恰逢股指

逼近5000点市场多空分歧加大，

其发行促成了市场的调整；现在

虽然大盘突破5100点，但立足未

稳， 对于利空消息也处于敏感

期，所以国泰君安发行期间市场

仍有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震荡。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国泰君安发

行结束且资金解冻之后，市场并

未出现预期的上涨，将是一个巨

大的危险信号，所谓“该涨不涨，

必有大跌” 。 品种上，MSCI未将

A股纳入，对于蓝筹股重夺市场

话语权有一定影响，预计短期题

材股可能重新活跃。

民生证券指出，本周有23只

新股申购， 短期抽离资金明显，

市场仍以震荡整理为主。 操作

上，在市场热点主线并不明晰的

时候，以精选个股为主，关注涨

幅较小的个股的补涨机会。 经济

增长较弱，货币宽松预期不变。

看平本周趋势的4家机构

中，银泰证券认为，沪深两市短

期向上将面临动力不足的局面，

但向下显著回调的风险亦相对

较低。 首先，A股增量资金入场

的趋势仍在延续，对市场形成有

力支撑。 其次，权重蓝筹估值优

势依然明显，决定了其调整空间

有限。 然而，政策降温对市场形

成负面影响；大量获利盘使得新

一轮上涨之前存在休整的必要；

中小市值股将面临半年报业绩

证伪的压力。预计沪指5000点附

近反复整理将是大概率事件，投

资者无需过分担忧，但同样不宜

盲目乐观。

东吴证券指出，投资者需注

意一些短期的负面因素将袭扰

市场。 首先，新股发行令资金面

较前期更为紧张。 其次，两市成

交量继上周一创下天量后快速

萎缩， 表明多空双方较为谨慎。

另外，热点持续性下降，板块和

个股轮动加快，表明市场心态较

为浮躁， 不利于指数继续拉升。

后市股指仍将在多空双方频繁

争夺中走出震荡走势，热点切换

将会变得更加频繁。 建议投资者

尽量在调整时介入而不宜再盲

目追高，并适当降低盈利预期。

西部证券分析，上周上涨缩

量表明做多力量有所谨慎，不过

中长期趋势稳定。 指数与均线偏

离度过大，强势形态之下调整会

以盘中回刺来完成。 总体看，市

场暂处于多空对峙的整固阶段，

沪指5000点关口将是多空防守

的重要点位。 操作策略方面，提

高持股集中度的同时，应符合基

本面、技术面俱佳要求，整体持

仓置于可攻可守的半仓水平。

申万宏源认为，在上证指数

跨越5000点整数关，创业板指突

破4000点整数关时，需要获利回

吐、震荡洗盘，这是行情上涨到

重要关口时的客观要求，符合技

术惯例。 目前，消化整固只有一

周，尚不充分，后市还有持续换

手的要求。 新股分流也使得本周

应以防守为主。 另外，上周中国

中车冲高回落对权重股板块以

及大央企整合预期产生不利影

响，制约两市权重股表现及主板

指数的运行状态。 操作上看，震

荡中建议投资者适当收缩杠杆，

同时可以留出部分资金参与新

股申购。

6月个股净减持额排行榜

6月重要股东净减持逾665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自5月以来，A股市场就进

入了高位震荡期，市场指数整体

没有了此前强势上攻的锐气，转

而低调蓄势休整，主力资金也打

起了游击战， 并逐步调仓换股。

面对这种相对较慢的市场节奏，

重要股东的减持冲动明显增强，

而6月上旬这种冲动仍然高涨。

据Wind数据统计，6月以来，共

有464股发生重要股东二级市场

交易，合计净减持40.60亿股，净

套现额度超过了665亿元， 延续

了今年春节以来逐月攀升态势。

尽管其中不少个股被减持后仍

有上涨，但股东减持冲动提升发

出的警示信号仍然值得警惕，特

别是在本周新股申购大潮再来

临前夕，指数“挖坑” 概率仍然

较大。

行情高位波动 减持热度不降

实际上，自春节以来，月度

净减持额度呈现出逐月上升态

势，2月份逾25亿股的净减持带

来近363亿元的套现额度；3月份

骤增至了635亿元，4月份为762

亿元， 而5月份净减持额达到了

1441.89亿元，环比4月增加了近

一倍，创出今年月度的新高。 而

今，6月上旬刚过，净减持额度已

达665亿元， 可见资金的减持力

度并没有减小。

广证恒生证券指出，股东大

量减持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

是股票估值提升过高或者相对

偏高，二是长期投资后选择部分

获利套现退出，三是为了在投资

和公司发展。

在这464只个股中，16只个

股的增减持总体持平，387只个

股遭遇减持，61只个股获得增

持。 其中，遭遇减持的个股合计

净减持金额为705.34亿元，机械

设备和化工行业个股数目最多，

分别有46只和43只；电气设备和

计算机行业则均有33只，医药生

物和电子行业的也均超过了20

只。

不过从行业个股的平均净

减持额度来看，民生银行和宁波

银行这两只个股使得银行板块

位居首位， 平均遭遇了14.58亿

元的净减持；而紫金矿业则拉高

了有色金属行业15只个股的平

均值，平均值为6.12亿元，位居第

二位；传媒、食品饮料和房地产

行业个股的平均净减持额度分

别为5.81亿元、3.57亿元和3.06

亿元。

获得增持的个股中，长园集

团和万达信息的净增持额度最

高， 分别为11.56亿元和10.07亿

元，双塔食品、卓翼科技、零七股

份、山水文化和刚泰控股获得的

净增持额度也均超过了亿元。

前期涨幅较大 谨慎情绪升温

总体来看，上述遭遇减持的

个股普遍在今年表现良好，平均

涨幅超过了163%。 其中，涨幅最

大的是信雅达，年初至上周五涨

幅超过了5.27倍；先锋新材、新国

都、量子高科和光环新网在今年

涨幅也均超过了4倍；此外，还有

292只个股股价今年也实现了翻

倍。 仅有18只个股涨幅未超过

50%，其中，威华股份今年以来

微跌了0.63%， 与微涨1.71%的

民生银行一起成为仅有的两只

涨幅未超过19%的个股。

即便是6月以来， 这些遭遇

减 持 的 个 股 也 实 现 了 平 均

19.26%的涨幅。其中，硕贝德、新

能泰山、湖南发展和众业达的涨

幅最高，6月分别上涨了90.82%、

81.54%、77.79%和77.12%。

显然，上述不少个股正是因

为涨势良好，而遭遇了二级市场

重要股东的套现行为。 这使得当

前高位徘徊、上攻乏力的A股市

场中谨慎情绪升温。 例如，乐视

网发布了股东减持的提示性公

告后，股价整体维系横盘态势。

不过，减持也不必然造成股

价的回落，有部分个股仍然保持

强势。如6月5日发布公告遭遇减

持的渤海股份不仅摆脱了震荡

格局， 还启动了加速上行模式，

江特电机、深天地A的走势也与

之相类似。

总体来看，当前市场中前期

涨幅较高以及高价股普遍面临

着调整压力，上述被二级市场重

要股东净减持的个股就是其中

的一些代表。 广证恒生证券指

出，尽管被减持个股部分仍有上

涨，但历史情况来看，股东减持

大多意味着股东认为当前估值

溢价较高、价格偏高，中长期回

调可能性相对较大，由此意味着

市场中期调整压力越来越大。

由于下周新股申购即将再

度来袭，且其中包括了计划融资

超过300亿元的国泰君安， 因而

当前市场情绪也就更加谨慎。 尽

管减持并不必然造成股价的回

调，但是叠加大盘在新股之前的

“挖坑规律” ， 投资者仍然宜对

遭遇减持的个股保持谨慎，并坚

持在股指洼地和低价股中掘金，

寻求安全边际更大且兼具题材

的个股。

先抑后扬 沪综指上涨

2.85%

上周沪综指整体维持震荡

休整格局。 伴随资金派发、技术

回踩、经济数据低迷、两融风控

收紧等一系列因素共振，5000点

上方指数拓展步伐有所放缓，市

场多空分歧进一步加大，导致每

日盘中指数频繁大幅波动；不过

本周后半段，受中小盘股短期超

跌反弹刺激， 场内热点遍地开

花，做多氛围有所升温，偏暖氛

围下沪综指碎步上行，于上周五

盘中触及5178.19点本轮牛市新

高，最终收盘报5166.35点，一周

累计上涨2.85%。

热点爆发为两市带来显著赚

钱效应。 据统计，一周以来全部A

股中共有1703只股票上涨， 区间

涨幅超过沪综指的有1331只股

票，涨幅超过10%的有592只，涨幅

超过30%的有80只。 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上周新股密集上市，市场

炒新热情延续至次新股， 因此5日

来市场涨幅居前的股票几乎悉数

为新股和次新股， 其中华铁科技、

石大胜华、骅威股份、赛摩电气、浙

大网新区间分别上涨61.12%、

61.10% 、61.10% 、61.09% 和

61.09%，位居两市个股涨幅前五。

自下周起，年内第八批新股

申购窗口打开，包括国泰君安在

内的25只股票冻结资金总量将

达到6万亿元左右， 或再创新股

重启以来新高，在不考虑场外增

量驰援的条件下，预计市场资金

面将受到显著掣肘，A股盘整格

局大概率延续。（叶涛）

补涨行情延续 食品饮料板块大涨

7.62%

上周，申万食品饮料指数收

出5连阳，全周大涨7.62%，涨幅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位居首

位。 61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

中，有50只股票实现上涨，占比

超8成。 次新股迎驾贡酒涨幅超

过 60% ， 光明乳业涨幅超过

40%，古越龙山、中葡股份、金枫

酒业、*ST水井和恒顺醋业涨幅

超过20%，共有20只股票涨幅超

过10%。 在下跌的11只股票中，

黑牛食品、麦趣尔和克明面业跌

幅超过5%， 其他股票的跌幅则

普遍较小。

目前来看，前期相对滞涨的

食品饮料板块有望迎来一波补

涨行情。 一方面， 本轮牛市以

来， 食品饮料行业相对滞涨，

2015年以来， 申万食品饮料指

数累计上涨67.47%， 涨幅在全

部行业指数中位居倒数第三。而

且目前食品饮料行业市盈率为

37倍，估值相对较低，从绝对值

看，食品饮料行业估值也处于历

史底部。

另一方面，食品饮料行业经

过了3年调整， 行业优质资源加

速聚集，从需求端来看，受益需

求复苏和消费升级，可选消费品

有望显现需求弹性，龙头企业下

半年业绩有超预期的可能。

在投资策略上， 建议投资

者增配具有估值优势的蓝筹

股， 同时在旧商业模式的基础

上，关注具备创新、转型基因的

股票。 （徐伟平）

高位调整 网络安全概念下跌

3.22%

上周，在119个Wind概念板

块中， 有110个实现了不同程度

的上涨。 而上半年表现强势的网

络安全概念却以3.22%的跌幅位

居涨幅榜末端。 从成分股来看，

15只正常交易的网络安全概念

股中，上周仅有4只实现上涨，涨

幅 最 大 的 启 明 星 辰 仅 上 涨

6.08%， 而且还是依靠上周五大

涨8.67%扭转了前几日的调整态

势。 相反，绿盟科技、证通电子和

任子行的跌幅均超过了10%。

网络安全板块的这种走势

实际上与消息面利好频传形成

了一定的背离。 5月下旬的全国

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上

特别强调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6月初， 第二季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拉开帷幕；此外，工信部也

将网络安全纳入了宽带中国战

略规划……总体来看，在网络无

处不在的当代社会，网络安全的

重要性也就日益提升，因而相关

板块也就难以被资金忽视。

如果一定要说是什么引发了

近期这种调整走势，最主要的理由

可能就是前期涨太多，而且近期市

场有高价股集中回调态势。 18只

网络安全概念股在2015年均表现

强势，其中，涨幅最高的兆日科技

上涨了超过5倍， 最新收于160.03

元；工大高新和证通电子的涨幅也

均超过了4倍； 今年涨幅最小的飞

天诚信也上涨了超过九成，而其是

唯一一个今年未翻倍的网络安全

概念股。 由此，网络安全板块股价

普遍偏高，获利盘丰厚，在当前高

位震荡中容易遭遇资金派发。不过

鉴于该概念板块符合未来发展的

大趋势，优质标的未来仍然值得逢

低介入。（张怡）

探底回升 创业板指数上涨

0.36%

上周，创业板指数以“一阴

四阳” 的走势探底回升。 上周一

大跌4.67%；周二强震收红，微涨

0.03%； 周三强势反弹， 大涨

3.49%；周四延续反弹，但涨势放

缓，涨幅仅为0.72%；周五则围绕

3900点展开拉锯战，最终收出十

字星，全日上涨了0.97%。 由此，

创业板指数上周的周涨幅为

0.36%，明显跑输沪深股指。

尽管罕见“三连阴” 引发了

抄底资金的进场，但从上周创业板

指数收出的“四连阳”看，反弹动

能明显不足。 除了上周三大涨之

外， 其余三个交易日均为震荡小

涨。而上周沪深股指双双创出七年

新高， 中小板指数也刷新历史新

高，与之相比，创业板表现明显疲

弱。究其原因，一方面，创业板指数

上方4000点压力较大， 加上前期

累积了大量获利盘，因此资金恐高

情绪和获利回吐意愿提升。另一方

面，蓝筹股近期轮番表现，引发风

格切换预期，加上震荡分化使得低

估值蓝筹股的吸引力提升，也对创

业板造成一定的资金分流。

个股方面，上周创业板中共

有236只个股实现上涨，173只个

股下跌。 其中，赛摩电气、华仁药

业、华铭智能、四方精创等18只

个股的涨幅超过60%，共有29只

个股涨幅超过了30%。 与之对

比，长亮科技、金亚科技、绿盟科

技累计跌幅居前，全周分别下跌

21.60%、18.99%和15.73%，共有

24只个股跌幅超过10%。

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以

创业板为载体的成长股总体趋势

向好。 但短期随着蓝筹板块的启

动和市场分歧的加剧， 创业板指

数波动加大。 预计后市创业板指

数还将在震荡中前行， 个股分化

将进一步凸显。 短期操作上应控

制仓位，不宜盲目追高，建议精选

前期涨幅不大或遭遇错杀的风口

优质品种，快速进出。（李波）

扰动因素增多 震荡料加剧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4家看多，4家看平。本

周没有券商看空，表明市场综合

情绪积极稳定；但看多和看平的

券商家数各占一半，表明多空分

歧明显加大， 看平比例环比提

升，也表明机构对于后市震荡整

理的预期升温。

与上周相比， 在7家可比券

商中，只有西部证券改变了对短

期大盘走势的看法， 由多转平，

对中线持看多不变， 其余6家券

商均维持原先判断。另外，本周8

家券商均对中线持看多判断。

在看多后市的4家机构中，

西南证券表示， 本周为6月份的

第三个交易周，既是开始新股密

集发行的一周， 也是股指期货

1506合约的最后交易周，还是端

午节假期前的一周。 由于5月份

经济数据显示景气度维持低位，

刺激政策仍会继续加码，对市场

构成支撑，但一级市场短期内会

吸引资金流出，大盘将出现剧烈

震荡，预计将先抑后扬，失守后

会再度站稳5100点整数关口。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上周大

盘基本上维持高位震荡整理的

格局， 以消化市场获利筹码，多

方仍占据优势，中线趋势继续向

好。日K线上，均线系统保持多头

排列， 对大盘构成强劲支撑，短

期趋势继续向上。 本周新股IPO

又将开始，市场资金面将再次面

临考验，不过相对此前冻结的资

金量预计将出现明显减少，这对

市场多方较为有利，后市大盘有

望依托5日均线震荡攀升， 继续

向上拓展上升空间。 操作策略

上， 建议投资者逢低积极介入，

持股待涨。

大同证券认为，国泰君安本

周发行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个

事件。 中国核电发行时恰逢股指

逼近5000点市场多空分歧加大，

其发行促成了市场的调整；现在

虽然大盘突破5100点，但立足未

稳， 对于利空消息也处于敏感

期，所以国泰君安发行期间市场

仍有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震荡。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国泰君安发

行结束且资金解冻之后，市场并

未出现预期的上涨，将是一个巨

大的危险信号，所谓“该涨不涨，

必有大跌” 。 品种上，MSCI未将

A股纳入，对于蓝筹股重夺市场

话语权有一定影响，预计短期题

材股可能重新活跃。

民生证券指出，本周有23只

新股申购， 短期抽离资金明显，

市场仍以震荡整理为主。 操作

上，在市场热点主线并不明晰的

时候，以精选个股为主，关注涨

幅较小的个股的补涨机会。 经济

增长较弱，货币宽松预期不变。

看平本周趋势的4家机构

中，银泰证券认为，沪深两市短

期向上将面临动力不足的局面，

但向下显著回调的风险亦相对

较低。 首先，A股增量资金入场

的趋势仍在延续，对市场形成有

力支撑。 其次，权重蓝筹估值优

势依然明显，决定了其调整空间

有限。 然而，政策降温对市场形

成负面影响；大量获利盘使得新

一轮上涨之前存在休整的必要；

中小市值股将面临半年报业绩

证伪的压力。预计沪指5000点附

近反复整理将是大概率事件，投

资者无需过分担忧，但同样不宜

盲目乐观。

东吴证券指出，投资者需注

意一些短期的负面因素将袭扰

市场。 首先，新股发行令资金面

较前期更为紧张。 其次，两市成

交量继上周一创下天量后快速

萎缩， 表明多空双方较为谨慎。

另外，热点持续性下降，板块和

个股轮动加快，表明市场心态较

为浮躁， 不利于指数继续拉升。

后市股指仍将在多空双方频繁

争夺中走出震荡走势，热点切换

将会变得更加频繁。 建议投资者

尽量在调整时介入而不宜再盲

目追高，并适当降低盈利预期。

西部证券分析，上周上涨缩

量表明做多力量有所谨慎，不过

中长期趋势稳定。 指数与均线偏

离度过大，强势形态之下调整会

以盘中回刺来完成。 总体看，市

场暂处于多空对峙的整固阶段，

沪指5000点关口将是多空防守

的重要点位。 操作策略方面，提

高持股集中度的同时，应符合基

本面、技术面俱佳要求，整体持

仓置于可攻可守的半仓水平。

申万宏源认为，在上证指数

跨越5000点整数关，创业板指突

破4000点整数关时，需要获利回

吐、震荡洗盘，这是行情上涨到

重要关口时的客观要求，符合技

术惯例。 目前，消化整固只有一

周，尚不充分，后市还有持续换

手的要求。 新股分流也使得本周

应以防守为主。 另外，上周中国

中车冲高回落对权重股板块以

及大央企整合预期产生不利影

响，制约两市权重股表现及主板

指数的运行状态。 操作上看，震

荡中建议投资者适当收缩杠杆，

同时可以留出部分资金参与新

股申购。

减持股行业分布

6月重要股东净减持逾665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自5月以来，A股市场就进

入了高位震荡期，市场指数整体

没有了此前强势上攻的锐气，转

而低调蓄势休整，主力资金也打

起了游击战， 并逐步调仓换股。

面对这种相对较慢的市场节奏，

重要股东的减持冲动明显增强，

而6月上旬这种冲动仍然高涨。

据Wind数据统计，6月以来，共

有464股发生重要股东二级市场

交易，合计净减持40.60亿股，净

套现额度超过了665亿元， 延续

了今年春节以来逐月攀升态势。

尽管其中不少个股被减持后仍

有上涨，但股东减持冲动提升发

出的警示信号仍然值得警惕，特

别是在本周新股申购大潮再来

临前夕，指数“挖坑” 概率仍然

较大。

行情高位波动 减持热度不降

实际上，自春节以来，月度

净减持额度呈现出逐月上升态

势，2月份逾25亿股的净减持带

来近363亿元的套现额度；3月份

骤增至了635亿元，4月份为762

亿元， 而5月份净减持额达到了

1441.89亿元，环比4月增加了近

一倍，创出今年月度的新高。 而

今，6月上旬刚过，净减持额度已

达665亿元， 可见资金的减持力

度并没有减小。

广证恒生证券指出，股东大

量减持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

是股票估值提升过高或者相对

偏高，二是长期投资后选择部分

获利套现退出，三是为了在投资

和公司发展。

在这464只个股中，16只个

股的增减持总体持平，387只个

股遭遇减持，61只个股获得增

持。 其中，遭遇减持的个股合计

净减持金额为705.34亿元，机械

设备和化工行业个股数目最多，

分别有46只和43只；电气设备和

计算机行业则均有33只，医药生

物和电子行业的也均超过了20

只。

不过从行业个股的平均净

减持额度来看，民生银行和宁波

银行这两只个股使得银行板块

位居首位， 平均遭遇了14.58亿

元的净减持；而紫金矿业则拉高

了有色金属行业15只个股的平

均值，平均值为6.12亿元，位居第

二位；传媒、食品饮料和房地产

行业个股的平均净减持额度分

别为5.81亿元、3.57亿元和3.06

亿元。

获得增持的个股中，长园集

团和万达信息的净增持额度最

高， 分别为11.56亿元和10.07亿

元，双塔食品、卓翼科技、零七股

份、山水文化和刚泰控股获得的

净增持额度也均超过了亿元。

前期涨幅较大 谨慎情绪升温

总体来看，上述遭遇减持的

个股普遍在今年表现良好，平均

涨幅超过了163%。 其中，涨幅最

大的是信雅达，年初至上周五涨

幅超过了5.27倍；先锋新材、新国

都、量子高科和光环新网在今年

涨幅也均超过了4倍；此外，还有

292只个股股价今年也实现了翻

倍。 仅有18只个股涨幅未超过

50%，其中，威华股份今年以来

微跌了0.63%， 与微涨1.71%的

民生银行一起成为仅有的两只

涨幅未超过19%的个股。

即便是6月以来， 这些遭遇

减 持 的 个 股 也 实 现 了 平 均

19.26%的涨幅。其中，硕贝德、新

能泰山、湖南发展和众业达的涨

幅最高，6月分别上涨了90.82%、

81.54%、77.79%和77.12%。

显然，上述不少个股正是因

为涨势良好，而遭遇了二级市场

重要股东的套现行为。 这使得当

前高位徘徊、上攻乏力的A股市

场中谨慎情绪升温。 例如，乐视

网发布了股东减持的提示性公

告后，股价整体维系横盘态势。

不过，减持也不必然造成股

价的回落，有部分个股仍然保持

强势。如6月5日发布公告遭遇减

持的渤海股份不仅摆脱了震荡

格局， 还启动了加速上行模式，

江特电机、深天地A的走势也与

之相类似。

总体来看，当前市场中前期

涨幅较高以及高价股普遍面临

着调整压力，上述被二级市场重

要股东净减持的个股就是其中

的一些代表。 广证恒生证券指

出，尽管被减持个股部分仍有上

涨，但历史情况来看，股东减持

大多意味着股东认为当前估值

溢价较高、价格偏高，中长期回

调可能性相对较大，由此意味着

市场中期调整压力越来越大。

由于下周新股申购即将再

度来袭，且其中包括了计划融资

超过300亿元的国泰君安， 因而

当前市场情绪也就更加谨慎。 尽

管减持并不必然造成股价的回

调，但是叠加大盘在新股之前的

“挖坑规律” ， 投资者仍然宜对

遭遇减持的个股保持谨慎，并坚

持在股指洼地和低价股中掘金，

寻求安全边际更大且兼具题材

的个股。

先抑后扬 沪综指上涨

2.85%

上周沪综指整体维持震荡

休整格局。 伴随资金派发、技术

回踩、经济数据低迷、两融风控

收紧等一系列因素共振，5000点

上方指数拓展步伐有所放缓，市

场多空分歧进一步加大，导致每

日盘中指数频繁大幅波动；不过

本周后半段，受中小盘股短期超

跌反弹刺激， 场内热点遍地开

花，做多氛围有所升温，偏暖氛

围下沪综指碎步上行，于上周五

盘中触及5178.19点本轮牛市新

高，最终收盘报5166.35点，一周

累计上涨2.85%。

热点爆发为两市带来显著赚

钱效应。 据统计，一周以来全部A

股中共有1703只股票上涨， 区间

涨幅超过沪综指的有1331只股

票，涨幅超过10%的有592只，涨幅

超过30%的有80只。 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上周新股密集上市，市场

炒新热情延续至次新股， 因此5日

来市场涨幅居前的股票几乎悉数

为新股和次新股， 其中华铁科技、

石大胜华、骅威股份、赛摩电气、浙

大网新区间分别上涨61.12%、

61.10% 、61.10% 、61.09% 和

61.09%，位居两市个股涨幅前五。

自下周起，年内第八批新股

申购窗口打开，包括国泰君安在

内的25只股票冻结资金总量将

达到6万亿元左右， 或再创新股

重启以来新高，在不考虑场外增

量驰援的条件下，预计市场资金

面将受到显著掣肘，A股盘整格

局大概率延续。（叶涛）

补涨行情延续 食品饮料板块大涨

7.62%

上周，申万食品饮料指数收

出5连阳，全周大涨7.62%，涨幅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位居首

位。 61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

中，有50只股票实现上涨，占比

超8成。 次新股迎驾贡酒涨幅超

过 60% ， 光明乳业涨幅超过

40%，古越龙山、中葡股份、金枫

酒业、*ST水井和恒顺醋业涨幅

超过20%，共有20只股票涨幅超

过10%。 在下跌的11只股票中，

黑牛食品、麦趣尔和克明面业跌

幅超过5%， 其他股票的跌幅则

普遍较小。

目前来看，前期相对滞涨的

食品饮料板块有望迎来一波补

涨行情。 一方面， 本轮牛市以

来， 食品饮料行业相对滞涨，

2015年以来， 申万食品饮料指

数累计上涨67.47%， 涨幅在全

部行业指数中位居倒数第三。而

且目前食品饮料行业市盈率为

37倍，估值相对较低，从绝对值

看，食品饮料行业估值也处于历

史底部。

另一方面，食品饮料行业经

过了3年调整， 行业优质资源加

速聚集，从需求端来看，受益需

求复苏和消费升级，可选消费品

有望显现需求弹性，龙头企业下

半年业绩有超预期的可能。

在投资策略上， 建议投资

者增配具有估值优势的蓝筹

股， 同时在旧商业模式的基础

上，关注具备创新、转型基因的

股票。 （徐伟平）

高位调整 网络安全概念下跌

3.22%

上周，在119个Wind概念板

块中， 有110个实现了不同程度

的上涨。 而上半年表现强势的网

络安全概念却以3.22%的跌幅位

居涨幅榜末端。 从成分股来看，

15只正常交易的网络安全概念

股中，上周仅有4只实现上涨，涨

幅 最 大 的 启 明 星 辰 仅 上 涨

6.08%， 而且还是依靠上周五大

涨8.67%扭转了前几日的调整态

势。 相反，绿盟科技、证通电子和

任子行的跌幅均超过了10%。

网络安全板块的这种走势

实际上与消息面利好频传形成

了一定的背离。 5月下旬的全国

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上

特别强调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6月初， 第二季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拉开帷幕；此外，工信部也

将网络安全纳入了宽带中国战

略规划……总体来看，在网络无

处不在的当代社会，网络安全的

重要性也就日益提升，因而相关

板块也就难以被资金忽视。

如果一定要说是什么引发了

近期这种调整走势，最主要的理由

可能就是前期涨太多，而且近期市

场有高价股集中回调态势。 18只

网络安全概念股在2015年均表现

强势，其中，涨幅最高的兆日科技

上涨了超过5倍， 最新收于160.03

元；工大高新和证通电子的涨幅也

均超过了4倍； 今年涨幅最小的飞

天诚信也上涨了超过九成，而其是

唯一一个今年未翻倍的网络安全

概念股。 由此，网络安全板块股价

普遍偏高，获利盘丰厚，在当前高

位震荡中容易遭遇资金派发。不过

鉴于该概念板块符合未来发展的

大趋势，优质标的未来仍然值得逢

低介入。（张怡）

探底回升 创业板指数上涨

0.36%

上周，创业板指数以“一阴

四阳” 的走势探底回升。 上周一

大跌4.67%；周二强震收红，微涨

0.03%； 周三强势反弹， 大涨

3.49%；周四延续反弹，但涨势放

缓，涨幅仅为0.72%；周五则围绕

3900点展开拉锯战，最终收出十

字星，全日上涨了0.97%。 由此，

创业板指数上周的周涨幅为

0.36%，明显跑输沪深股指。

尽管罕见“三连阴” 引发了

抄底资金的进场，但从上周创业板

指数收出的“四连阳”看，反弹动

能明显不足。 除了上周三大涨之

外， 其余三个交易日均为震荡小

涨。而上周沪深股指双双创出七年

新高， 中小板指数也刷新历史新

高，与之相比，创业板表现明显疲

弱。究其原因，一方面，创业板指数

上方4000点压力较大， 加上前期

累积了大量获利盘，因此资金恐高

情绪和获利回吐意愿提升。另一方

面，蓝筹股近期轮番表现，引发风

格切换预期，加上震荡分化使得低

估值蓝筹股的吸引力提升，也对创

业板造成一定的资金分流。

个股方面，上周创业板中共

有236只个股实现上涨，173只个

股下跌。 其中，赛摩电气、华仁药

业、华铭智能、四方精创等18只

个股的涨幅超过60%，共有29只

个股涨幅超过了30%。 与之对

比，长亮科技、金亚科技、绿盟科

技累计跌幅居前，全周分别下跌

21.60%、18.99%和15.73%，共有

24只个股跌幅超过10%。

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以

创业板为载体的成长股总体趋势

向好。 但短期随着蓝筹板块的启

动和市场分歧的加剧， 创业板指

数波动加大。 预计后市创业板指

数还将在震荡中前行， 个股分化

将进一步凸显。 短期操作上应控

制仓位，不宜盲目追高，建议精选

前期涨幅不大或遭遇错杀的风口

优质品种，快速进出。（李波）

扰动因素增多 震荡料加剧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4家看多，4家看平。本

周没有券商看空，表明市场综合

情绪积极稳定；但看多和看平的

券商家数各占一半，表明多空分

歧明显加大， 看平比例环比提

升，也表明机构对于后市震荡整

理的预期升温。

与上周相比， 在7家可比券

商中，只有西部证券改变了对短

期大盘走势的看法， 由多转平，

对中线持看多不变， 其余6家券

商均维持原先判断。另外，本周8

家券商均对中线持看多判断。

在看多后市的4家机构中，

西南证券表示， 本周为6月份的

第三个交易周，既是开始新股密

集发行的一周， 也是股指期货

1506合约的最后交易周，还是端

午节假期前的一周。 由于5月份

经济数据显示景气度维持低位，

刺激政策仍会继续加码，对市场

构成支撑，但一级市场短期内会

吸引资金流出，大盘将出现剧烈

震荡，预计将先抑后扬，失守后

会再度站稳5100点整数关口。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上周大

盘基本上维持高位震荡整理的

格局， 以消化市场获利筹码，多

方仍占据优势，中线趋势继续向

好。日K线上，均线系统保持多头

排列， 对大盘构成强劲支撑，短

期趋势继续向上。 本周新股IPO

又将开始，市场资金面将再次面

临考验，不过相对此前冻结的资

金量预计将出现明显减少，这对

市场多方较为有利，后市大盘有

望依托5日均线震荡攀升， 继续

向上拓展上升空间。 操作策略

上， 建议投资者逢低积极介入，

持股待涨。

大同证券认为，国泰君安本

周发行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个

事件。 中国核电发行时恰逢股指

逼近5000点市场多空分歧加大，

其发行促成了市场的调整；现在

虽然大盘突破5100点，但立足未

稳， 对于利空消息也处于敏感

期，所以国泰君安发行期间市场

仍有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震荡。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国泰君安发

行结束且资金解冻之后，市场并

未出现预期的上涨，将是一个巨

大的危险信号，所谓“该涨不涨，

必有大跌” 。 品种上，MSCI未将

A股纳入，对于蓝筹股重夺市场

话语权有一定影响，预计短期题

材股可能重新活跃。

民生证券指出，本周有23只

新股申购， 短期抽离资金明显，

市场仍以震荡整理为主。 操作

上，在市场热点主线并不明晰的

时候，以精选个股为主，关注涨

幅较小的个股的补涨机会。 经济

增长较弱，货币宽松预期不变。

看平本周趋势的4家机构

中，银泰证券认为，沪深两市短

期向上将面临动力不足的局面，

但向下显著回调的风险亦相对

较低。 首先，A股增量资金入场

的趋势仍在延续，对市场形成有

力支撑。 其次，权重蓝筹估值优

势依然明显，决定了其调整空间

有限。 然而，政策降温对市场形

成负面影响；大量获利盘使得新

一轮上涨之前存在休整的必要；

中小市值股将面临半年报业绩

证伪的压力。预计沪指5000点附

近反复整理将是大概率事件，投

资者无需过分担忧，但同样不宜

盲目乐观。

东吴证券指出，投资者需注

意一些短期的负面因素将袭扰

市场。 首先，新股发行令资金面

较前期更为紧张。 其次，两市成

交量继上周一创下天量后快速

萎缩， 表明多空双方较为谨慎。

另外，热点持续性下降，板块和

个股轮动加快，表明市场心态较

为浮躁， 不利于指数继续拉升。

后市股指仍将在多空双方频繁

争夺中走出震荡走势，热点切换

将会变得更加频繁。 建议投资者

尽量在调整时介入而不宜再盲

目追高，并适当降低盈利预期。

西部证券分析，上周上涨缩

量表明做多力量有所谨慎，不过

中长期趋势稳定。 指数与均线偏

离度过大，强势形态之下调整会

以盘中回刺来完成。 总体看，市

场暂处于多空对峙的整固阶段，

沪指5000点关口将是多空防守

的重要点位。 操作策略方面，提

高持股集中度的同时，应符合基

本面、技术面俱佳要求，整体持

仓置于可攻可守的半仓水平。

申万宏源认为，在上证指数

跨越5000点整数关，创业板指突

破4000点整数关时，需要获利回

吐、震荡洗盘，这是行情上涨到

重要关口时的客观要求，符合技

术惯例。 目前，消化整固只有一

周，尚不充分，后市还有持续换

手的要求。 新股分流也使得本周

应以防守为主。 另外，上周中国

中车冲高回落对权重股板块以

及大央企整合预期产生不利影

响，制约两市权重股表现及主板

指数的运行状态。 操作上看，震

荡中建议投资者适当收缩杠杆，

同时可以留出部分资金参与新

股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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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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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766.SH

中国中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9 11359611.7264 -19.94 17.65

601766.SH

中国中车 振幅值达

15% 2015-6-9 4969251.4034 -9.32 7.10

601766.SH

中国中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10 3200786.1356 -9.73 5.19

600959.SH

江苏有线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4 1540738.9452 -19.69 54.94

300027.SZ

华谊兄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8 1390215.2487 25.33 28.82

601106.SH

中国一重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10 876302.4744 -8.82 6.87

000875.SZ

吉电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10 743341.8500 -14.99 39.33

000031.SZ

中粮地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5 673002.3146 21.02 25.39

002176.SZ

江特电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10 604289.3190 31.52 38.78

600221.SH

海南航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8 574681.7282 10.08 7.64

600098.SH

广州发展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4 573563.0411 30.14 14.27

000778.SZ

新兴铸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5 572896.7359 21.03 16.73

600765.SH

中航重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9 567395.4289 26.82 19.79

002307.SZ

北新路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5 550039.9870 22.46 50.39

600063.SH

皖维高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9 515565.3614 25.09 27.95

000875.SZ

吉电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6-9 505482.1231 4.62 26.29

000875.SZ

吉电股份 振幅值达

15% 2015-6-9 505482.1231 4.62 26.29

000031.SZ

中粮地产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8 504215.7493 9.99 18.46

000062.SZ

深圳华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10 498545.0248 32.37 9.25

600284.SH

浦东建设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9 492858.2055 23.41 33.36

000693.SZ

华泽钴镍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4 479919.2828 22.57 60.70

600436.SH

片仔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5 447829.2706 -17.89 12.75

002673.SZ

西部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8 432391.6797 9.99 5.00

600736.SH

苏州高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10 431924.7616 23.11 25.55

600458.SH

时代新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8 430561.7276 -18.65 16.80

000712.SZ

锦龙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10 415744.1987 -6.93 16.15

600662.SH

强生控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5 408483.4741 25.98 19.65

002756.SZ

永兴特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4 404243.5911 -23.11 86.84

002501.SZ

利源精制 换手率达

20% 2015-6-10 399218.4815 6.31 25.16

002047.SZ

宝鹰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5 394235.8132 22.83 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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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643.SH

爱建股份

2015-6-10 24.36 -10.01 28.11 1,800.00 43,848.00

600673.SH

东阳光科

2015-6-11 11.53 -9.99 12.74 3,583.80 41,321.21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5-6-9 13.55 -10.03 15.41 3,000.00 40,650.00

600094.SH

大名城

2015-6-10 25.50 -6.01 26.49 1,494.84 38,118.36

600104.SH

上汽集团

2015-6-11 23.56 -10.01 26.02 1,358.00 31,994.48

002378.SZ

章源钨业

2015-6-12 20.06 -10.00 22.77 1,500.00 30,090.00

300320.SZ

海达股份

2015-6-11 19.98 -8.39 21.77 1,450.00 28,971.00

000667.SZ

美好集团

2015-6-10 5.73 -9.91 6.52 5,050.00 28,936.50

002168.SZ

深圳惠程

2015-6-10 19.11 -5.02 20.21 1,500.00 28,665.00

600643.SH

爱建股份

2015-6-12 26.24 -10.01 28.97 1,084.21 28,449.67

002424.SZ

贵州百灵

2015-6-12 90.14 -5.00 104.37 315.00 28,394.10

600673.SH

东阳光科

2015-6-11 11.53 -9.99 12.74 2,450.00 28,248.50

002356.SZ

浩宁达

2015-6-8 31.60 -9.92 38.59 840.00 26,544.00

002440.SZ

闰土股份

2015-6-8 33.00 -3.68 33.81 800.00 26,400.00

000887.SZ

中鼎股份

2015-6-11 33.95 -9.99 37.35 750.00 25,462.50

600999.SH

招商证券

2015-6-10 32.51 -3.70 33.53 750.00 24,382.50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5-6-9 41.72 -9.99 45.69 575.00 23,989.00

002447.SZ

壹桥海参

2015-6-10 15.96 -9.98 18.96 1,500.00 23,940.00

002658.SZ

雪迪龙

2015-6-11 39.59 5.12 40.60 600.00 23,754.00

600643.SH

爱建股份

2015-6-9 24.81 -10.01 27.07 950.00 23,569.50

002356.SZ

浩宁达

2015-6-12 39.05 -9.84 45.70 600.00 23,430.00

002498.SZ

汉缆股份

2015-6-9 20.48 -9.98 23.33 1,120.00 22,937.60

002356.SZ

浩宁达

2015-6-8 31.62 -9.86 38.59 700.00 22,134.00

002396.SZ

星网锐捷

2015-6-12 37.31 -9.99 42.80 580.00 21,639.80

002347.SZ

泰尔重工

2015-6-11 30.29 -10.01 36.50 700.00 21,203.00

300163.SZ

先锋新材

2015-6-8 53.59 -9.99 59.54 395.00 21,168.05

300163.SZ

先锋新材

2015-6-9 53.59 -9.99 58.93 395.00 21,168.05

002498.SZ

汉缆股份

2015-6-9 20.48 -9.98 23.33 1,000.00 20,480.00

000861.SZ

海印股份

2015-6-9 19.38 -6.87 19.98 1,040.00 20,155.20

002378.SZ

章源钨业

2015-6-12 20.06 -10.00 22.77 1,000.00 20,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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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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