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板指失守2400点

□本报记者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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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央行推出的非银支付新规的冲

击，创业板昨日大幅回调。 即便主板尾

盘回升，创业板指数尾盘也并未跟随走

出明显反弹。 目前来看，消息面利空短

期可能还将继续发酵，对创业板走势带

来压制。不过，大跌之后，部分优质品种

特别是被错杀的品种，也将逐步显现新

的投资机会，可适度逢低关注。

（异动股2）三机构卖出 沈阳机床跌停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再度震荡下跌，场内题材热点出现回落，工业4.0概念龙头沈阳机床昨日缩量跌停，盘后公开交易显示，三机构卖出该股。

沈阳机床昨日小幅低开后，出现一波快速跳水，此后维持低位震荡，尾盘封死跌停板至收盘，报收于22.67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沈阳机床的成交额为16.17亿元，较此前显著缩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沈阳机床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青枫北路证券营业部买入金额最大，为45329.31万元。 昨日卖出沈阳机床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三家机构席位，分别卖出4382.09万元、3084.30万元和2810.16万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江苏路证券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为6274.86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题材热点快速切换，部分概念热度甚至无法维持一个交易日便熄火，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不要盲目抄底。 （徐伟平）

利好兑现 机构卖出河北宣工

受益于申办冬奥会的预期，河北宣工此前表现强势，不过昨日该股放量跌停，盘后公开交易显示，四机构卖出河北宣工。

河北宣工昨日平开后，小幅拉升，此后维持窄幅波动，不过10点30分后开始震荡下跌，午后跌幅有所扩大，尾盘封死跌停板至收盘，报收于27.27元。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宣工昨日的成交额达到11.56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有所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河北宣工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融大街证券营业部的买入金额最大，为2113.53万元。 昨日卖出河北宣工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四家机构现身，分别卖出3781.35万元、3725.75万元、1954.05万元和1520.82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受益于申办冬奥会的预期，河北宣工一度连续上涨，不过伴随着申办成功，利好兑现，该股的回调压力开始凸显，机构开始借机离场。 （徐伟平）

（异动股1）机构博弈 大亚科技巨震

昨日，大亚科技经历了巨震。 股价在12.27元低开之后快速上冲，股价最高跳升至14.07元，接近涨停板，不过随后快速回落，维系小幅上涨的横盘震荡格局。 午后大盘跳水对大亚科技形成拖累，逐步翻绿节节回落，尾盘最低下探至11.52元。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大亚科技的振幅值为22.14%，买入大亚科技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前三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分布于1228万元至1390万元之间不等；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机构专用席位也占据了四席，卖出金额分布于415万元至1205万元之间。

短线来看，经过连续多日的回调，大亚科技已经将反弹以来的涨幅消耗大半，估值相对合理、盘子相对较小，成交缩量显示出观望情绪加重，机构博弈意味着方向性选择正在酝酿。 短线来看不宜急于介入，若没有跌破前期低点，则震荡之后强势格局有望重拾。 （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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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量“两星” 闪现两信号

存量博弈加剧 变盘窗口临近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市场延续弱势震荡格局， 沪深股指双双收出十

字星。 两市成交额继上周五后，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跌破万

亿元，并刷新今年3月16日以来的低位水平。与此同时，反

映激进投资者参与力度的两融余额，在上周五创出“去杠

杆”以来的阶段新低。 分析人士指出，成交连续缩量一方

面反映市场观望意浓， 另一方面也表明空头力量明显衰

减；而两融余额创出阶段新低，在验证谨慎心态升温的同

时，也令市场情绪探底回升的可能性抬头。 目前市场存量

博弈特征明显，波动分化料进一步加剧；而沪综指连收两

个缩量十字星后，阶段性变盘窗口可能临近。 业内人士建

议利用情绪波动反向博弈，选择确定性品种，波段操作。

沪深股指双双收星

沪深股指昨日震荡回调， 尾盘回升， 双双收出十字

星，沪综指3600点失而复得；创业板指数大幅下挫，跌破

2400点。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622.91点，下跌40.82点，跌

幅为1.11%；深证成指报12161.58点，下跌212.67点，跌幅

为1.72%；中小板指数报8233.48点，下跌1.23%；创业板

指数报2399.27点，下跌5.53%。沪深两市成交88483.01亿

元，环比小幅萎缩。

行业方面，申万一级行业指数跌多涨少，仅有银行、

采掘、 食品饮料和家用电器四只指数收红， 分别上涨

2.54%、0.70%、0.21%和0.16%； 与之相比， 申万国防军

工、休闲服务和计算机指数跌幅最大，分别下跌8.90%、

6.71%和5.75%。 概念方面，沪股通50和次新股指数实现

上涨，分别上涨1.74%和0.01%；与之相比，航母、通用航

空和智能IC卡指数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9.31%、8.23%和

8.09%。

当前，改革深入推进、五举措稳增长、财政政策不变

调、流动性充裕、救市持续等一系列政策面利好正在对市

场形成“兜底” ，但连续大幅波动后市场信心难以快速恢

复。 在此背景下，市场步入震荡分化格局。 经过上周的调

整，估值泡沫得以挤出，优质公司的投资价值再度显现。

随着市场心态的理性和风险偏好的下降， 基本面成为主

力择股的重要指标。 昨日尾盘银行持续发力、采掘、食品

饮料、 家用电器板块也拉升翻红， 共同助推指数企稳回

升，充分表明蓝筹白马成为存量资金短线博弈的首选。

量能萎缩 两融降温

自7月24日的1.59万亿元以来， 沪深两市成交额持续

回落，上周五降至8780.84亿元，跌破万亿元关口。 昨日两

市成交额依然徘徊在万亿元以下，两市成交额与沪市成交

额同时刷新了3月16日以来的阶段新低。 量能持续萎缩无

疑表明市场信心不足，观望情绪浓厚，增量资金不愿进场；

不过另一方面，缩量也释放出空头力量衰减的信号，令市

场大幅杀跌的动能下降。 而成交额持续萎缩，也使得存量

博弈特征愈发凸显，指数波动和个股分化进一步加剧。

从两融数据来看，上周五两融余额大幅降至1.34万亿

元，创下“去杠杆”以来的阶段新低。作为市场情绪的放大

器， 两融余额的变化代表着市场激进投资者的操作动向。

两融余额再创新低， 表明融资客的投资热情显著下降，交

投氛围再度降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从市场情绪

的波动规律， 还是融资客相对较强的短线操作意愿来看，

在明显下降后，两融余额的阶段性反弹也可能正在临近。

总体而言，目前市场存量博弈特征持续强化，指数宽

幅震荡、个股分化的格局将延续。而随着杀跌动能的释放

和政策面支撑显现，市场量能逐级萎缩，多空博弈渐入弱

平衡，方向选择或将临近。大盘近两个交易日连续收出缩

量十字星，一定程度上释放出变盘窗口即将开启的信号。

业内人士建议，在震荡市中可利用市场情绪反向博弈，选

择政策面和基本面确定性较高的品种，波段操作。

政策助力+需求大增

航空发动机产业步入高速成长期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今年两会期间， 由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发展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首

次将发展航空发动机、 燃气轮机列入其中。 8月3

日，人民日报《产经广场》栏目聚焦航空发动机，

中航工业发动机公司介绍， 眼下正是研制航空发

动机最好的时候。在军用、民航和通航三大领域对

航空发动机需求日益增加的背景下， 我国航空发

动机市场需求广阔。

党报聚焦航空发动机

《产经广场》文章表示，到2025年，中国的

航空发动机装备有较大把握取得突破，实现与

世界航空动力强者同台竞技。 文章指出，中航

工业发动机公司介绍，眼下正是研制航空发动

机最好的时候。 其一，经过多年持续的自主研

制，今天航空发动机研制部门已掌握了一定的

研制规律和设计制造技术， 取得了一些成绩，

有利于加快推动航空发动机技术取得突破。 其

二，我国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长，对航空发动

机发展的支持将越来越大。 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 将航空发动机列为重大项目，《中国制造

2025》也将航空发动机作为重点发展的领域。

其三，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以大数据、大联接、

云计算、3D打印、 新一代互联网等为特征的

“智能智慧化” 新业态将提升航空发动机的生

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其四，资金状况日渐改

善。 中航工业旗下目前有29家境内外上市公

司，正积极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用于发动机项

目。 同时，社会资本也在积极进入航空发动机

领域，有利于产业发展。

近年来航空发动机的利好政策不断，工信部

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出台了 《高端装备制造

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和《民用航空工业中长

期发展规划》，明确了要在“十二五” 期间完成

先进涡轴发动机的研制，并对大型客机发动机的

研制进展提出了要求。 今年两会期间，由李克强

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发展国

家战略新兴产业，首次将发展航空发动机、燃气

轮机列入其中，并提出要把一批新兴产业培育成

主导产业。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必定会在近期做出

进一步部署，“两机专项” 的落地势必会带来巨

大的政策红利，从而促进行业的发展。

航空发动机市场广阔

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中已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 我国国防总支出连续4年保持10%以上的增

速。 而2015年国防开支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中银国际证券表示， 我国未来10年军用航

空发动机市场销售需求将超过1700亿元， 发动

机后期维修市场需求超过1100亿元。

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人民收入的

增长，人们对民航的需求正日益增长，政府正

不断加大机场建设基础投资和民航运力等方

面的投入。 当今国际民航市场中，欧美国家经

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而以中国

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将接棒发达国家，成为下一

个有待瓜分的“大蛋糕” 。 民航飞机规模的膨

胀势必将催生相关航空发动机的需求，结合波

音、空客等的预测，考虑到航空发动机价值占

整架飞机20%左右，有预测称，未来10年，中国

民航发动机销售需求量可达4800亿元以上，相

应维修及更换零部件服务市场需求可达3200

亿元以上。

我国航空发动机将在未来几年进入高速成

长期。在航空发动机产业链中，发动机控制系统、

零部件制造以及整机制造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沪股通现21亿元净流出

在上周五短暂的双向净流入后，昨日沪港通

再度呈现资金“弃北南下”格局。 昨日沪股通净

流出额达21.37亿元， 为7月10日以来的新高，当

日额度余额为151.37亿元， 额度余额占比

116.44%；港股通使用情况则较上周五明显回升，

净流入金额为1.27亿元，额度余额占比报98.79%，

额度余额为103.73亿元，为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获

得资金净流入。

沪港两市大盘昨日双双维持绿盘运行。

上证综指低开后早盘快速下探， 随后一度短

暂企稳回升后再度回落， 午后跌幅一度超过

3%下破3550点， 尾盘在蓝筹股发力护盘下

跌幅逐渐收窄，收报3622.91点，下跌1.11%。

恒生指数昨日低开后跳水，维持低位震荡，尾

盘跌幅有所收窄，跌幅为0.91%。 由此，恒生

AH溢价指数昨日上涨1.68%至138.23点，创

7月8日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沪股通标的股昨日涨少跌多， 在196只

股票上涨的同时， 多达323只股票下跌。 其

中，青松建化、重庆燃气、华新水泥、陕西煤

业、文峰股份、重庆水务和海南矿业涨停，另

有38只股票的涨幅超过了5%。港股通标的股

则有196只上涨， 仅70只下跌， 高银金融以

25.00%的涨幅位居榜首，高银地产和粤海投

资的涨幅则超过了3%。 （王威）

沪股通50指数逆势飘红

本周一，A股低开后震荡走弱， 上证综指

盘中跌幅一度超过3%击穿3550点，不过午后

随着蓝筹板块的大力护盘， 指数跌幅收窄并

重回3600点上方。 蓝筹股相对集中的沪股通

50指数昨日低开后快速跳水， 随后维系低位

震荡，不过午后企稳、尾盘快速拉升，收盘涨

幅为1.74%，成为昨日仅有的两个收红的概念

指数，并在121个Wind概念指数中涨幅居首。

昨日正常交易的46只成分股中，有37只

上涨，仅8只下跌。 其中，重庆水务强势涨停，

包钢股份、营口港、京能电力、海螺水泥、万华

化学和宇通客车的涨幅超过了5%；成分股中

无一跌停，但中恒集团、大商股份、双良节能

和福建高速的跌幅超过了5%。

分析人士指出， 当前大盘延续震荡筑底

走势，市场的谨慎观望情绪浓厚，资金的风险

偏好下行， 因此业绩稳健增长且估值相对偏

低的价值蓝筹再度成为资金配置的首选品

种。而且上周以来，部分蓝筹股频繁现大额买

单护盘， 资金避险需求也吸引了部分资金的

入驻，再加上昨日公布的7月财新制造业PMI

终值降至两年新低47.8%，低于预期及初值，

使得宽松政策环境预期有所升温。 共同造就

了尾盘蓝筹股的强力护盘走势。 （王威）

煤炭股尾盘快速拉升

昨日煤炭板块尾盘快速拉升翻红， 带动

股指回升收复3600点。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中信一级行业指

数有5只逆市收红，其中，煤炭指数尾盘强劲

拉升，上涨2.83%，涨幅居首。 成分股中，靖远

煤电、山西煤业和永东股份逆势涨停，冀中能

源和大有能源涨逾8%，昊华能源和兖州煤业

涨逾7%，西山煤电、阳泉煤业、平煤股份、中

煤能源等其余9只股票的涨幅超过5%。

煤炭板块年内累计上涨8.58%， 表现仅

优于非银金融和银行板块，明显滞涨。而随着

稳增长政策的发力和需求端改善迹象的出

现，煤炭板块将获得支撑。 与此同时，煤炭企

业的转型和改革也在持续推进，股价回调后，

优质公司的投资价值开始显现。

齐鲁证券指出，目前市场对煤炭景气已有

充分预期，而煤炭企业的转型和国企改革将对

其价值进行重估，成为资金配置的热点。 在经

历了本次股灾后更多优质公司的价格已具备

配置价值，产业资本也开始加入增持行列。 8月

行业走势以震荡为主，建议从国企改革和股东

增持两方面精选优质公司。（李波）

蓝筹护盘吸金 尾盘回流扫货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一市场延续震荡筑底走势， 沪综指围

绕3600点展开震荡，最终下跌1.11%，创业板指

及中小板综指跌幅更大，两市缩量特征凸显。 由

此，昨日A股共有280.13亿元资金净流出，较上

周五明显增加。 在资金大步撤离“中小创” 的同

时权重股逆势获97.54亿元资金净流入。 此外，

昨日尾盘两市共有110.09亿元资金回流， 并在

27个行业中广泛“扫货” 。 虽然资金对权重股、

二线蓝筹及防御性板块偏爱度较高显示市场情

绪依然偏向谨慎， 但尾盘资金入场也显示托底

力量较强。

280亿元资金离场 权重股逆势吸金

本周一，市场延续上周的缩量整固走势，资

金在谨慎情绪的驱使下离场脚步加快，据Wind

资讯数据， 昨日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出额较上周

五194.74亿元的规模明显放大。 由此，净流出个

股家数从1474家上升至1707家。

大小盘股的资金流向数据出现了显著分化，

中小盘股成为资金净流出的“重灾区” 。昨日中小

板遭遇了84.17亿元资金净流出，较上周五37.66亿

元的规模显著提升，因此净流入个股数量也从205

只减少至昨日的127只。 创业板放大更加明显，昨

日净流出规模为86.06亿元，为上周五13.37亿元的

6倍有余。板块内部获得净流入的个股数量也锐减

至30只，而周五该数据为118只。

与加速逃离“中小创” 相对应的是，权重股

昨日明显获青睐。 沪深300获得了37.54亿元资

金净流入， 不仅较上周五4.78亿元的净流出发

生了逆转，同时也为7月23日以来的新高。由此，

沪深300昨日共有189只个股获得了资金净流

入，较上周五的174只小幅提升。

资金“买大卖小”的流向特征也体现在了昨

日行业资金流向情况上。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

板块中，共有8个板块获得资金净流入，集中在权

重蓝筹板块且金融股昨日吸金力显著。 具体来

看，银行、非银行金融、食品饮料、钢铁、家用电

器、采掘、建筑材料和公用事业昨日获资金净流

入，其中银行和非银金融的净流入规模更是达到

了40.45亿元和12.65亿元，占这8个行业板块净流

入总额的81.63%。 另有20个行业板块呈现资金

净流出状态，其中计算机、机械设备、化工、国防

军工和电子的净流出金额均超过了20亿元，分别

为49.02亿元、43.07亿元、30.23亿元、27.80亿元

和20.88亿元，而传媒、房地产、电气设备、医药生

物、商贸零售、农林牧渔、通信、纺织服装和轻工

制造板块的净流出规模也在11亿元以上。

资金尾盘“返场”扫货

本周一早盘资金的离场意愿浓厚， 而尾盘

资金大举回流， 净流入资金较大的行业集中在

权重股、二线蓝筹及防御性板块，在凸显当前资

金依然偏向谨慎的同时也显示资金托底力量坚

挺，市场支撑力量较强。

昨日开盘时， 沪深股市共遭遇了134.08亿

元的资金净流出， 不过尾盘时大举资金蜂拥入

场，净流入金额达110.09亿元。 其中权重股成为

尾盘资金布局的重点， 沪深300尾盘共获得了

78.64亿元，占尾盘净流入总额的71.43%，同时

也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尾盘获资金进驻。 中小

板及创业板昨日尾盘亦获得了8.36亿元和3.12

亿元的资金净流入， 显示尾盘资金谨慎情绪明

显回落。

从行业方面看，早盘时仅银行板块获得资金

净流入，金额为1.14亿元，其余27个行业板块均

呈现净流出状态，计算机、机械设备和化工板块

的净流出额更是超过了10亿元。 到了尾盘时，除

了国防军工板块遭遇1706.41万元的净流出外，

其余27个行业板块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资金净

流入。 其中，非银金融、银行、公用事业、房地产、

医药生物和采掘的净流入金额超过了6亿元，成

为资金“扫货”的重点板块。

资金对权重股的偏好度在个股方面体现的

更加明显。 昨日资金净流入规模位居前30的个

股中，除了格力电器、万科A、平安银行和华侨城

A外，清一色为“600” 军团，其中招商银行、兴业

银行、 浦发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净流入金额分别

达7.80亿元、5.44亿元、5.05亿元和4.98亿元。

协议转让成交额环比增长

上周五，新三板成交额创近5个月新低，而

本周一情况好转， 协议转让股票成交额为2.49

亿元，环比增长1.68倍，对新三板交投创下8月

“开门红”贡献量多，做市转让股票成交额昨

日也小幅增长0.12亿元，报收1.65亿元。

具体来看，昨日采用协议转让方式成交的

新三板股票有121只，其中5只单日成交额超过

1000万元，金额最高的是华图教育、东海证券、

益盟股份，金额分别为8468.21万元、6505.75万

元和1344.16万元，海航华日、软通股份紧随其

后，各自为1017.28万元和1014.00万元。 不过

涨跌幅方面，奥盖克、伊赛牛肉、博富科技涨幅

最高，为157.45%、1倍和1倍。

协议成交股票中，仁会生物、明利仓储成

交金额最高， 达到2801.71万元和779.01万

元， 单日成交金额超过100万元的成分股有

31只。

指数方面， 三板做市指数昨日小幅收

阴，连阳局面暂时终结，至收盘时报1427.04

点，下跌0.21%。 分时图上看，三板做市指数

早盘在平盘之下窄幅震荡，中午开始跌幅扩

大，下跌趋势延贯穿整个尾盘，不过收盘前

指数“意外” 出现钓竿式拉升，跌幅迅速收

窄。 （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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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异动股扫描

利好兑现 机构卖出河北宣工

受益于申办冬奥会的预期， 河北宣工此前

表现强势，不过昨日该股放量跌停，盘后公开交

易显示，四机构卖出河北宣工。

河北宣工昨日平开后，小幅拉升，此后维持

窄幅波动，不过10点30分后开始震荡下跌，午后

跌幅有所扩大，尾盘封死跌停板至收盘，报收于

27.27元。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宣工昨日的成交

额达到11.56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有所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河北宣

工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 平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融大街证券营业部的买入

金额最大，为2113.53万元。 昨日卖出河北宣工

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四家机构现身，分别卖出

3781.35 万 元 、3725.75 万 元 、1954.05 万 元 和

1520.82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受益于申办冬奥会的预期，

河北宣工一度连续上涨，不过伴随着申办成功，

利好兑现，该股的回调压力开始凸显，机构开始

借机离场。 （徐伟平）

机构博弈 大亚科技巨震

昨日，大亚科技经历了巨震。 股价在12.27元

低开之后快速上冲， 股价最高跳升至14.07元，接

近涨停板，不过随后快速回落，维系小幅上涨的横

盘震荡格局。午后大盘跳水对大亚科技形成拖累，

逐步翻绿节节回落，尾盘最低下探至11.52元。

龙虎榜数据显示， 昨日大亚科技的振幅值

为22.14%，买入大亚科技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

前三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买入金额分布于

1228万元至1390万元之间不等；卖出金额最大

的前五名中，机构专用席位也占据了四席，卖出

金额分布于415万元至1205万元之间。

短线来看，经过连续多日的回调，大亚科技

已经将反弹以来的涨幅消耗大半， 估值相对合

理、盘子相对较小，成交缩量显示出观望情绪加

重，机构博弈意味着方向性选择正在酝酿。 短线

来看不宜急于介入，若没有跌破前期低点，则震

荡之后强势格局有望重拾。 （张怡）

三机构卖出 沈阳机床跌停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再度震荡下跌，场内题

材热点出现回落，工业4 .0概念龙头沈阳机床昨

日缩量跌停，盘后公开交易显示，三机构卖出

该股。

沈阳机床昨日小幅低开后， 出现一波快速

跳水，此后维持低位震荡，尾盘封死跌停板至收

盘，报收于22.67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沈阳机

床的成交额为16.17亿元，较此前显著缩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沈阳机

床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 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青枫北路证券营业部买

入金额最大，为45329.31万元。 昨日卖出沈阳机

床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三家机构席位， 分别卖

出4382.09万元、3084.30万元和2810.16万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江苏路证券营

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为6274.86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 近期题材热点快速切换，部

分概念热度甚至无法维持一个交易日便熄火，建

议投资者保持谨慎，不要盲目抄底。（徐伟平）

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两日跌破万亿元

7月31日两融余额创阶段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