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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82）万孚生物：本周涨幅61.06%。 免疫荧光检测仪及其配套试剂

等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在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位置。

（300487）蓝晓科技：本周涨幅61.06%。 是国内吸附分离技术新兴应用

领域跨度最大、产业化品种最多、技术实力最强的提供商之一。

（300489）中飞股份：本周涨幅61.05%。 是国内核电产业核燃料加工设

备用材生产领军企业，重点客户为中核集团。

（002771）真视通：本周涨幅61.02%。向能源、政府、金融、交通、教育、医

疗等领域的大中型客户提供领先的多媒体视讯综合解决方案。

（300483）沃施股份：本周涨幅61%。 以园艺用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为

主，兼顾园艺设计、工程施工和绿化养护等业务的知名服务提供商。

（300481）濮阳惠成：本周涨幅55.57%。 国内顺酐酸酐衍生物行业规模

最大、品种最齐全的生产企业之一，在多方面处于国内同行业优势地位。

（002773）康弘药业：本周涨幅35.24%。 自主研发的治疗湿性年龄相关

性黄斑变性的中国原创1类新药于2014年3月上市，填补国内市场空白。

（002769）普路通：本周涨幅31.78%。 将大力拓展IT、通讯、医疗设备等

领域，积极探索资源类产品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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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经济数据

将揭晓

□

本报记者 任晓

下周三，二季度经济数据将统一发布。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报告预测，从

三大需求看，出口增速连续3个月负增长，

但跌幅持续收窄，5月出口环比增长8.2%，

同比降幅比上月收窄3.9个百分点，出口形

势正在好转； 进口连续5个月保持两位数

负增长， 进口不振抬高贸易顺差，4月和5

月顺差分别为341.34亿美元和594.88亿美

元，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升。 二

季度消费增长保持平稳，4月和5月分别增

长10%和10.1%，6月可能为10.2%。 投资

增速下降，1月-5月累计投资增长11.4%，

比一季度低2.1个百分点。 在三大需求中，

投资下行是今年经济增长放缓的最主要

原因。 4月和5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5.9%和6.1%，连续两个月小幅回升，预示

经济下行压力可能缓解， 二季度可能趋

稳。 从三次产业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

将明显快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

最大的动力。 综合判断，二季度GDP增速

在7%左右。

下周，人社部将召开发布会，通报二季

度社会保障运行情况。届时，关于养老金投

资方面的信息值得关注。

欧盟领袖将在12日峰会进行审议，决

定希腊在欧元区的去留。 美元强劲反弹能

否在下周持续也是全球金融市场关注的焦

点之一。

“大起大落”成为本周

A

股市场的重要

特征， 前半周震荡下挫， 后半周则风云突

变，强势反弹，场内个股由此前的“千股跌

停”转为“千股涨停”。在悲观情绪扩散与资

金风险偏好下降的背景下， 此前市场经历

一波快速调整， 随后伴随着政策利好不断

释放， 投资者情绪不断修复， 市场企稳反

弹，近两个交易日“千股涨停”的反弹更像

是市场情绪的一次集中释放。

不过连续的大跌大涨并非这个市场

的常态， 股指就此快速拉升的概率并不

大。 截至

7

月

10

日，沪深两市正常交易的股

票为

1395

只， 有

1386

只股票处在停牌状

态，“千股涨停”的背后是“千股停牌”。 如

果这些停牌股集中复牌将会成为后市反

弹的一大变数。

按停牌时点来划分， 可以粗略划分为

高位停牌和调整后停牌。 高位停牌主要是

指大盘在

5000

点至

5100

点附近时停牌，这

部分品种恰好躲过了这轮市场千点下跌。

不过， 此类品种复牌后面临的补跌压力不

容小觑，由于涨跌停板限制，极端情况下可

能会出现连续数个交易日无量跌停， 这部

分品种短期复牌可能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程

度冲击。

调整后停牌是指本轮大调整过程中停

牌，这部分品种主要集中在

7

月停牌，体量

同样巨大。短期如果市场企稳，或者逐渐震

荡走强， 这部分品种集中复牌会出现强势

补涨，例如

7

月

10

日沪深两市共有

31

只股票

复牌， 这

31

只股票几乎全部涨停。 由此来

看， 短期这部分品种复牌不仅不会对市场

造成冲击，可能还会激活场内的交投热度，

延长反弹时间。

此外， 停牌股密集复牌将再次考验市

场的流动性。 此前沪深两市大盘连续缩量

下挫，底部承接力量有限，一度出现流动性

匮乏现象。虽然在周四、周五大幅上涨时有

资金短线抄底， 但不排除这波资金在获利

后快速离场的可能性。

从目前来看， 短期的强势反弹是建立

在

A

股容量减半的基础上， 如果上市公司

集中复牌，市场上的筹码供给骤然增加，而

缺乏足够的承接力量时， 场内的流动性可

能再次经受考验。

徐伟平

本报记者

次新股

从以往A股市场急跌后的反弹经验来

看， 抄底资金最喜欢的就是前期跌幅较大

的品种， 而次新股在近期的调整幅度可谓

惊人。

投资者可关注三类次新股。 一是医药

股、医疗服务股。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问

题，医疗服务股、医药股面临发展契机，技术

进步也赋予医疗服务、医药产业新的发展机

遇，此类个股业绩弹性明显增强，有理由获

得较高的估值溢价，可关注润达医疗、万孚

生物、赛升药业。 二是市值较低的次新股，尤

其是市值在30亿元左右的品种，出现停牌筹

划收购资产的可能性较大，由此引发估值坐

标发生切换，可关注康斯特、恒峰工具、杭州

高新。 三是高价次新股，契合半年报含权股

炒作题材，毕竟目前A股进入半年报时间窗

口， 而次新股历来是高含权股的集散地，所

以，半年报赋予高价次新股做多题材。

跌停扫货 涨停抢筹

惊心动魄抄大底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连续两根阳线终于改变

了恐慌资金的思路，A股迎

来决定性止跌。 回顾过去惊

心动魄的数周，惊慌失措者

大有人在，不过亦有始终平

静、成功抄大底的高手。

私募跌停扫货

7月9日，A股终于报复

性上涨，出现“千股涨停”

盛况，多道托市政策发挥奇

效，前海旗隆基金董事长代

雪峰也松了口气。“经历了

7月8日暴跌洪峰的冲击，

以及国家队开始买入小市

值高新企业股票之后，人们

的信心开始凝聚。 尤其是8

日晚间，证监会宣布6个月

内所有上市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不得卖出股票，所有

董监高也不得卖出股票。需

要拿钱离市的人瞬间少了

这么多，让投资者精神为之

一振。 ”

代雪峰透露 ，“7月 9

日早盘还有人在跌停价卖

出股票， 我们按照事前制

定的策略买入股票， 当涨

停出现后依然在排队买

入。 这已经是持续买货的

第四天。 ”

此前数个交易日是市场

最为恐慌的时段。 7月6日，

尽管国家队在当天奋力拉抬

大盘蓝筹股， 但由于市场流

动性缺乏，A股陷入踩踏状

态。值得注意的是，当日前海

旗隆基金、 菁英时代却抛出

重金自购承诺， 金额分别为

5000万元、2亿元。

7月 7日 ，A股继续深

幅下挫 ，代雪峰管理的基

金继续买入逾 1亿元 ，据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其

全部为当日跌停价买入 。

“我们准确计算过， 若按

照金字塔式买入方案，当

买入股票全部打1折 （跌

90% ，目前很多股票自高

位下来已跌去 65% ，个别

跌 去 80% ）， 我 们 亏 损

20%。 这轮下跌不会直接

让 100 元 的 股 票 跌 到 10

元 ， 没有只涨不跌的市

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市

场。 ” 代雪峰说。

至7月10日，代雪峰旗

下基金平均仓位已经超过

九成，期间有一次减持，原

因是重仓股大面积停牌 ，

为增强流动性， 应对可能

的客户赎回而为之。“当然

没有出现客户赎回情况 ，

而卖出的资金又马上买入

其他标的。 ”

暴跌前机构预警

实际上，在本轮暴跌前，

不少敏锐的机构进行预警，并

做好了应对“雷暴”的准备。

中欧瑞博董事长吴伟志

在6月1日撰文称，“牛市并

不是没有波动与风险， 慢牛

不等于市场每天慢慢涨。 投

资策略上， 一方面适当控制

车速（仓位）；另一方面，品

种选择上是一花一世界，市

场上陷阱（股价严重泡沫的

公司）与机会并存，需要自

下而上深入研究和寻找投资

机会。 ”

一位私募人士表示，此轮深幅调整让快牛

变慢牛。快速下跌使一批优秀成长型公司的股

价趋于合理， 估值不高的蓝筹变得更加便宜。

“目前是非常好的牛市中期上车机会。 ”

周金涛：资本市场正在迎来转机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信建投研究所所长

周金涛日前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库存

周期角度看，当前中国经济

处于第一低点。 短期来看，

中国经济的量价齐跌已经

进入尾声， 在各种政策发

力，以及房地产销售回暖的

作用下，经济的短期低点可

能在4月已经出现， 三季度

经济将出现短期复苏，但复

苏力度较弱，经济短期仍处

于L型底部。

周金涛表示，三季度经

济回升预期已得到不少市

场人士认可。 值得关注的

是，中国资本市场将在三季

度迎来转机。 受益于多日来

多个部委的协同维稳举措，

资本市场已于7月9日绝地

反击，实现“大反攻” 。

“对于中国股市而言，

三季度同样是重要变局阶

段。”周金涛表示，当前中国

股市风险已经得到释放，三

季度将呈现平稳运行状态。

周金涛说，就基本面而

言，三季度有两个因素会影

响市场：一是主导国加息预

期，这对新兴市场的泡沫会

产生明确影响，这是历史验

证过的事实；二是全球的复

苏预期如果真的推升了全

球通胀预期，则流动性的变

局将由此发端，虽然中国经

济依然属于底部震荡走势，

但复苏预期可能对流动性

的宽松产生边际递减预期。

“在这样的预期下，资

产配置的安全化将成为一

个重要取向。”周金涛表示，

早在上证综指达到5000点

时，指数的风险收益比已经

明显逆转，资产的攻击性和

安全性需要重新权衡。 那

时，市场风格事实上已经由

成长向价值补涨转移，可能

这种转移不会一次完成。 但

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个变局

点，5000点之前是成长趋

势，每次风格转换都是短暂

的， 但5000点之后未必如

此，这是必须引起重视的趋

势问题。

精彩对话

中国证券报：三季度几

乎成为中国经济乃至全球

经济发生变局的关键时点。

对此，如何看待？

周金涛：从全球短周期

运行的节奏看，2015年的核

心变局阶段会发生在三季

度。 原因在于，全球自2012

年下半年开始的库存周期

将达到终极高点，欧美都莫

过如此。

自2014年底以来，美国

一直处于库存周期短波段

的调整阶段，这从PMI的下

行和经济数据的喜忧参半

可以看出端倪。 现在来看，

其短期景气低点在3月已经

出现，根据我们对美国库存

周期的研究，从2015年二季

度开始，美国出现了库存周

期短波段的回升期，这一回

升可能延续到三季度，从而

2015年美国经济的高点可

能会在彼时出现。

欧洲经济已经自2014

年四季度以来开始缓慢回

升，按照欧洲库存周期的节

奏，我们判断这种回升将持

续到2015年三季度， 从而

2012年四季度以来的欧洲

库存周期回升可能会在彼

时出现高点。 这一判断已经

成为现实。 但如果继续演

绎，意味着欧洲经济短周期

将先于美国经济短周期见

顶，从而，美元指数的短期

震荡走势可能在三季度某

个时点结束。

我们推测四季度之后

全球可能进入新的衰退阶

段，但这一衰退出现时美国

经济的表现可能是最好的，

所以美元指数可能在三季

度出现反弹，如果考虑加息

因素，更是如此。

中国由于2013年底已

经先于欧美进入库存周期

下降阶段， 目前仍处于底

部形成阶段。 从全球宏观

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看，7

月开始可能进入变局期，

现在已经到了需要重新审

视的时刻。

三季度全球经济的局

面可能是美、欧、中都出现

复苏趋势，从而带动全球经

济复苏预期，大宗商品出现

一波反弹。 但到了三季度后

半期，欧洲经济或率先出现

疲态，三季度末期可能是美

国经济的高点。

三季度全球经济的局

面可能是美、欧、中都出现

复苏趋势，从而带动全球经

济复苏预期，大宗商品出现

一波反弹。但到三季度后半

期，欧洲经济或率先出现疲

态，三季度末可能是美国经

济的高点。

三季度有两个因

素会影响市场： 一是

主导国加息预期，这

对新兴市场泡沫会产

生明确影响； 二是全

球复苏预期如果真的

推升了全球通胀预

期， 则流动性变局将

由此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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