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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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42.SZ

中化岩土

2015-9-2 2018.37 35954.12 67845.8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10.SZ

立思辰

2015-9-2 203.28 40404.36 28053.3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74.SZ

阳光电源

2015-8-31 656.70 46053.11 19774.6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727.SZ

一心堂

2015-9-2 4112.53 10622.53 15407.4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80.SH

瑞茂通

2015-8-31 61813.38 88254.89 13485.8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26.SZ

锐奇股份

2015-9-1 83.76 21090.35 9640.4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57.SZ

我武生物

2015-9-2 97.20 7026.17 9133.8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712.SZ

锦龙股份

2015-9-1 28675.39 84650.00 495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04.SH

鹏博士

2015-9-2 863.66 136111.77 3933.64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000613.SZ

大东海

A 2015-9-1 46.20 26102.68 1507.32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919.SZ

金陵药业

2015-8-31 22794.38 50322.44 77.56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949.SZ

新乡化纤

2015-9-1 19801.98 102653.94 70.1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705.SH

中航资本

2015-8-31 155565.62 373269.8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399.SH

新华龙

2015-8-31 22944.60 35470.4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板块名称 推荐券商 关注度

金融 西南证券、光大证券

20%

房地产 西南证券

10%

国企改革 大同证券、光大证券、银泰证券、西部证券、新时代

50%

军工 银泰证券

10%

新能源汽车 银泰证券

10%

次新股 大同证券

10%

一带一路 新时代证券、西部证券

20%

养殖 银泰证券

10%

券商名称 本周趋势 中线趋势 本周区间 本周热点

西南证券 多 多

3100-3500

点 金融、房地产

太平洋证券 多 多

2900-3200

点 消息面

东吴证券 多 平

3000-3280

点 暂无

大同证券 多 平

3200-3500

点 国企改革、次新股

光大证券 平 多

2900-3400

点 金融股、国企改革

银泰证券 多 平

3200-3500

点 军工、新能源汽车、国企改革、养殖

西部证券 多 平

3000-3400

点 国企改革、铁路基建

新时代证券 多 平

3200-3400

点 一带一路、国企改革

国都证券 平 平

3100-3400

点 超跌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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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1.SZ

中粮地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171664.83 30.63 36.70

600036.SH

招商银行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1100966.45 17.69 3.39

601169.SH

北京银行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832549.24 18.23 8.56

600839.SH

四川长虹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660049.94 -16.65 19.57

000709.SZ

河北钢铁 振幅值达

15% 2015-8-28 546692.95 7.41 11.88

600018.SH

上港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4 498666.24 2.46 3.15

000425.SZ

徐工机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4 496888.92 6.55 18.97

002506.SZ

协鑫集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377621.49 -25.54 18.58

000031.SZ

中粮地产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26 361035.65 9.41 12.13

600149.SH

廊坊发展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347692.54 33.07 60.15

001696.SZ

宗申动力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328229.91 -24.79 29.68

601636.SH

旗滨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293315.72 33.08 32.25

002529.SZ

海源机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4 256115.08 8.89 65.54

000752.SZ

西藏发展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255499.93 -26.78 59.75

000425.SZ

徐工机械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24 231369.20 10.03 8.87

000875.SZ

吉电股份 振幅值达

15% 2015-8-28 218936.18 6.48 15.70

600750.SH

江中药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4 208742.92 9.04 18.20

002515.SZ

金字火腿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4 202600.65 9.02 50.61

002359.SZ

齐星铁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99688.90 33.12 32.36

600326.SH

西藏天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188847.51 -23.27 28.18

600381.SH

青海春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1 181070.43 13.16 41.58

600381.SH

青海春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165238.97 14.47 35.69

002657.SZ

中科金财 振幅值达

15% 2015-8-28 158061.73 9.49 16.43

600380.SH

健康元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54576.15 -16.14 8.86

603568.SH

伟明环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145484.92 21.01 65.44

000949.SZ

新乡化纤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44704.52 31.27 28.78

000558.SZ

莱茵体育 振幅值达

15% 2015-8-24 144435.92 -9.99 9.99

601069.SH

西部黄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40330.09 -17.81 63.63

000548.SZ

湖南投资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137722.63 -25.95 26.40

603589.SH

口子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136413.59 20.78 67.98

600339.SH

天利高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32321.67 31.97 35.22

600160.SH

巨化股份 振幅值达

15% 2015-8-28 131641.67 9.19 5.89

000526.SZ

银润投资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131451.56 -24.91 37.71

600613.SH

神奇制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0 127502.60 3.90 36.66

600773.SH

西藏城投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26718.26 -16.95 14.84

601069.SH

西部黄金 换手率达

20% 2015-8-24 126169.77 4.91 47.09

601069.SH

西部黄金 振幅值达

15% 2015-8-24 126169.77 4.91 47.09

601069.SH

西部黄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24 126169.77 4.91 47.09

601636.SH

旗滨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1 123850.67 7.70 16.02

000752.SZ

西藏发展 换手率达

20% 2015-8-24 123597.94 -10.00 22.63

600381.SH

青海春天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24 122381.24 2.88 27.53

600381.SH

青海春天 换手率达

20% 2015-8-24 122381.24 2.88 27.53

300188.SZ

美亚柏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到

30

倍且换手率累计达

20%

的证券

2015-8-28 121490.40 4.33 25.23

601069.SH

西部黄金 换手率达

20% 2015-8-25 119937.25 -9.99 43.19

603568.SH

伟明环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0 118867.10 4.99 60.54

000655.SZ

金岭矿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28 118427.30 -3.59 16.84

600749.SH

西藏旅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16634.10 -17.22 30.92

002765.SZ

蓝黛传动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115751.76 13.08 88.39

000752.SZ

西藏发展 换手率达

20% 2015-8-26 115100.15 -10.01 26.13

601007.SH

金陵饭店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13681.52 -18.33 27.96

000025.SZ

特力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12158.06 -18.98 21.09

600702.SH

沱牌舍得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10783.44 -17.11 21.95

600613.SH

神奇制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110746.69 18.45 29.45

600400.SH

红豆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1 109387.11 0.55 15.76

601908.SH

京运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08861.08 -18.99 25.30

600735.SH

新华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6 108109.36 -16.38 28.49

600395.SH

盘江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5 107195.28 -23.70 7.95

002529.SZ

海源机械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24 106899.43 10.00 26.08

002529.SZ

海源机械 换手率达

20% 2015-8-24 106899.43 10.00 26.08

002359.SZ

齐星铁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21 106142.52 0.06 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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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5 12.87 0.00 12.39 5,469.99 70,398.76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5 12.87 0.00 12.39 5,000.00 64,350.00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4 7.70 -9.52 7.92 6,500.00 50,050.00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4 7.70 -9.52 7.92 6,299.98 48,509.88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4 7.70 -9.52 7.92 5,600.00 43,120.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5 12.87 0.00 12.39 3,174.40 40,854.47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5 12.87 0.00 12.39 3,000.00 38,610.00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4 7.66 -9.99 7.92 2,400.00 18,384.00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8-24 30.87 5.04 26.45 394.00 12,162.78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5-8-27 73.90 -0.67 76.31 128.00 9,459.20

600114.SH

东睦股份

2015-8-26 10.00 -9.26 11.03 896.55 8,965.52

600335.SH

国机汽车

2015-8-27 16.30 -3.21 17.42 458.24 7,469.39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4 7.70 -9.52 7.92 900.00 6,930.00

000613.SZ

大东海

A 2015-8-27 7.70 -7.00 8.54 750.00 5,775.00

000613.SZ

大东海

A 2015-8-28 7.94 -7.03 9.22 690.00 5,478.60

002729.SZ

好利来

2015-8-24 63.00 -8.70 63.00 86.00 5,418.00

000661.SZ

长春高新

2015-8-28 93.00 -9.97 106.52 57.80 5,375.40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5-8-27 75.15 1.01 76.31 71.00 5,335.65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5-8-25 74.50 -3.37 72.49 60.00 4,470.00

600897.SH

厦门空港

2015-8-25 24.70 9.92 20.22 180.00 4,446.00

000613.SZ

大东海

A 2015-8-28 7.94 -7.03 9.22 497.19 3,947.69

600637.SH

东方明珠

2015-8-26 28.12 3.08 25.02 127.11 3,574.30

002594.SZ

比亚迪

2015-8-26 36.31 -9.99 44.37 77.00 2,795.87

600837.SH

海通证券

2015-8-26 10.30 -9.41 11.28 238.00 2,451.40

002694.SZ

顾地科技

2015-8-27 7.88 -8.05 8.76 302.40 2,382.91

002659.SZ

中泰桥梁

2015-8-25 17.90 9.82 14.67 130.00 2,327.00

300390.SZ

天华超净

2015-8-27 21.15 0.38 21.80 109.65 2,319.10

600897.SH

厦门空港

2015-8-25 24.70 9.92 20.22 93.00 2,297.10

601908.SH

京运通

2015-8-26 18.68 5.90 15.88 118.62 2,215.82

600827.SH

百联股份

2015-8-26 15.31 5.51 14.74 140.00 2,143.40

002642.SZ

荣之联

2015-8-25 34.99 -10.01 34.99 61.00 2,134.39

600895.SH

张江高科

2015-8-26 20.08 4.75 18.91 96.89 1,945.55

002594.SZ

比亚迪

2015-8-26 36.31 -9.99 44.37 53.00 1,924.43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8-26 20.85 -10.01 22.53 91.73 1,912.57

002565.SZ

上海绿新

2015-8-25 11.78 9.99 9.64 160.00 1,884.80

601288.SH

农业银行

2015-8-26 2.47 -9.85 2.83 689.00 1,701.83

002359.SZ

齐星铁塔

2015-8-28 16.94 -9.99 20.70 100.00 1,694.00

000613.SZ

大东海

A 2015-8-28 7.94 -7.03 9.22 210.00 1,667.40

600897.SH

厦门空港

2015-8-25 24.70 9.92 20.22 67.00 1,654.90

600897.SH

厦门空港

2015-8-25 24.70 9.92 20.22 66.00 1,630.20

300014.SZ

亿纬锂能

2015-8-27 25.30 9.05 20.88 64.05 1,620.41

002565.SZ

上海绿新

2015-8-25 11.78 9.99 9.64 135.63 1,597.72

600452.SH

涪陵电力

2015-8-25 21.00 -4.68 19.83 73.00 1,533.00

000967.SZ

上风高科

2015-8-28 15.14 2.99 15.77 100.00 1,514.00

600897.SH

厦门空港

2015-8-25 24.70 9.92 20.22 60.00 1,482.00

600699.SH

均胜电子

2015-8-26 22.88 2.01 20.19 64.00 1,464.32

600638.SH

新黄浦

2015-8-26 10.77 5.90 10.18 115.00 1,238.55

600836.SH

界龙实业

2015-8-26 20.45 8.03 19.40 59.13 1,209.21

002642.SZ

荣之联

2015-8-25 34.99 -10.01 34.99 34.00 1,189.66

002594.SZ

比亚迪

2015-8-27 39.93 -10.01 48.81 27.00 1,078.11

002067.SZ

景兴纸业

2015-8-27 5.04 -2.51 5.30 200.00 1,008.00

603993.SH

洛阳钼业

2015-8-27 9.77 -9.95 11.64 100.00 977.00

600662.SH

强生控股

2015-8-26 11.09 2.02 9.79 85.00 942.65

002674.SZ

兴业科技

2015-8-27 11.33 -9.94 13.15 81.80 926.79

002594.SZ

比亚迪

2015-8-27 39.93 -10.01 48.81 23.00 918.39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8-26 22.88 -8.88 26.36 40.00 915.20

002526.SZ

山东矿机

2015-8-27 7.02 -10.00 8.10 126.00 884.52

603766.SH

隆鑫通用

2015-8-24 17.32 -9.98 17.32 49.00 848.68

300078.SZ

中瑞思创

2015-8-26 42.60 -9.92 48.50 17.84 759.98

300014.SZ

亿纬锂能

2015-8-27 25.00 7.76 20.88 30.00 750.00

上周沪股通活跃度较高的个股8月沪港通买入金额情况

上周沪港通额度统计

代码 证券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金额

(亿)

买入金额

(亿)

卖出金额

(亿)

净买入(亿)

600030.SH

中信证券

2015-8-28 1.81 0.49 1.31 -0.82

600030.SH

中信证券

2015-8-24 3.10 2.85 0.26 2.59

600030.SH

中信证券

2015-8-25 2.95 2.62 0.33 2.29

600030.SH

中信证券

2015-8-26 2.33 2.04 0.29 1.75

601989.SH

中国重工

2015-8-26 2.47 1.66 0.81 0.84

601989.SH

中国重工

2015-8-28 1.60 0.67 0.93 -0.26

601766.SH

中国中车

2015-8-25 2.15 1.88 0.27 1.61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8-24 9.99 8.18 1.81 6.37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8-26 10.92 9.37 1.55 7.82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8-25 14.76 13.82 0.93 12.89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8-27 14.44 11.35 3.09 8.26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8-28 9.81 6.00 3.81 2.19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5-8-25 3.34 2.88 0.45 2.43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5-8-27 3.33 2.58 0.75 1.83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5-8-24 3.12 2.60 0.52 2.08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5-8-26 4.47 3.68 0.79 2.89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5-8-28 2.71 0.56 2.15 -1.59

600066.SH

宇通客车

2015-8-24 2.61 1.82 0.78 1.04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5-8-26 5.05 4.45 0.61 3.84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5-8-28 1.43 0.13 1.30 -1.18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5-8-24 3.42 2.68 0.74 1.94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5-8-25 2.89 2.25 0.64 1.60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5-8-27 1.84 1.24 0.60 0.64

600881.SH

亚泰集团

2015-8-27 1.49 0.16 1.33 -1.17

600881.SH

亚泰集团

2015-8-28 1.69 1.49 0.20 1.29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8-25 2.19 1.94 0.25 1.70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8-24 2.29 1.87 0.42 1.44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8-26 3.32 2.93 0.39 2.55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8-27 1.80 1.44 0.36 1.09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8-28 1.98 0.65 1.33 -0.68

600104.SH

上汽集团

2015-8-27 1.34 1.22 0.12 1.10

600009.SH

上海机场

2015-8-24 4.14 2.94 1.21 1.73

600009.SH

上海机场

2015-8-25 2.55 2.30 0.25 2.06

600690.SH

青岛海尔

2015-8-27 1.71 0.49 1.22 -0.73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8 1.67 0.40 1.27 -0.88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4 2.94 2.43 0.51 1.92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7 2.09 1.52 0.57 0.95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5 2.07 1.62 0.45 1.17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6 2.60 2.27 0.33 1.94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4 4.21 4.05 0.16 3.89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8 1.75 0.07 1.68 -1.61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5 3.52 2.90 0.62 2.28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6 3.78 3.43 0.35 3.07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7 2.21 1.83 0.38 1.45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5-8-24 2.69 2.13 0.56 1.58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5-8-28 2.66 1.65 1.01 0.64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5-8-26 3.31 1.85 1.46 0.38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5-8-25 7.99 6.72 1.27 5.46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5-8-27 2.56 1.93 0.63 1.30

601398.SH

工商银行

2015-8-26 2.05 1.56 0.48 1.08

沪股通-单日额度(亿元,人民币)

日期 已用额度

已用额度占比

(%)

额度余额

额度余额占比

(%)

2015-8-28 -24.10 -18.54 154.10 118.54

2015-8-27 48.99 37.68 81.01 62.32

2015-8-26 75.00 57.69 55.00 42.31

2015-8-25 80.71 62.08 49.29 37.92

2015-8-24 82.62 63.55 47.38 36.45

港股通-单日额度(亿元,人民币)

日期 已用额度

已用额度占比

(%)

额度余额

额度余额占比

(%)

2015-8-28 3.40 3.24 101.60 96.76

2015-8-27 2.05 1.95 102.95 98.05

2015-8-26 -1.15 -1.10 106.15 101.10

2015-8-25 -2.89 -2.75 107.89 102.75

2015-8-24 -1.18 -1.12 106.18 101.12

■ 责编：王威 电话：

010－63070231 E-mail:zbs@zzb.com.cn

■ 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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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股通连续4日净买入超20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初沪深两市大盘连续

调整，A股场内资金一度出现大

幅流出，悲观情绪有所升温。 不

过沪股通却精准抄底， 连续4个

交易日出现净买入，净买入金额

超过200亿元，达287.32亿元。 从

沪股通布局的方向来看，金融股

和食品饮料股颇受青睐，而这两

大品种一度是市场反弹领头羊，

借道沪股通资金获利颇丰。

沪股通连续4日净买入

在上攻4000点未果后，股指

震荡回落，上周跌幅更是显著扩

大，连续两个交易日出现两百点

的调整，沪综指在快速击穿前期

低点后继续下探，一度跌破3000

点大关，令指数直接步入“2” 时

代。 连续的大幅下挫也使得市场

的谨慎情绪升温，场内资金连续

大幅流出， 融资余额则快速下

降。 不过沪股通资金却精准抄

底，连续4个交易日出现净买入，

净买入金额超过200亿元， 达到

287.32亿元。

具体来看，8月24日沪股通

净流入资金超过了80亿元，已用

额度达82.62亿元， 仅次于沪港

通开通首日的130亿元， 居历史

次 高 位 ， 已 用 额 度 占 比 达

63.55%，额度余额仅47.38亿元；

8月25日沪股通净流入资金依然

高居在80亿元之上， 达到80.71

亿元， 已用额度占比为62.08%，

额度余额仅为49.29亿元；8月26

日和27日，沪股通的使用额度有

所减少， 分别为75亿元和48.99

亿元， 仍高居在40亿元之上，已

用 额 度 占 比 为 57.69% 和

37.68%。 与沪股通的火热相比，

港股通则依然冷清，上周使用额

度最高也仅为3.40亿元，使用额

度占比不足4%。

从个股来看，金融、食品饮

料股获得沪股通资金的分外青

睐。 其中中信证券在24日、25日

和26日分别出现2.59亿元、2.29

亿元和1.75亿元的净买入。 中国

平安更是连续5个交易日出现净

买入， 其中8月25日的净买入额

超过10亿元，达到12.89亿元。 与

金融股相比，食品饮料股上周在

沪股通的活跃度同样较高，贵州

茅台连续5个交易日出现净买

入，8月25日的净买入超过5亿

元，达到5.46亿元。 伊利股份连

续三个交易日出现净买入，8月

26日的净买入额最大， 超过了3

亿元，达到3.84亿元。

从市场表现来看，食品饮料

股和金融股上周表现抢眼，成为

最先企稳反弹的品种，其中金融

股更是一度成为整个市场反弹

领头羊，可见资金通过借道沪股

通抄底获利颇丰。

沪股通持股具四特征

沪港通开启了香港与内地

金融市场走向融合的大幕，有助

于内地与香港统一金融市场的

建立，也加快了国内金融市场走

向国际的步伐，有助于中国资本

市场的迅速发展壮大。 如果上

海、深圳和香港三大交易所形成

一体后，将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

股票市场，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

所。 上市公司数量位居全球第

二，仅次于印度；市场活跃度位

居全球第三。

沪港通与 QFII、RQFII和

QDII都是投资者和投资品种国

际化的措施，相比而言，沪港通

有自身的优势。 沪港通分为港股

通和沪股通， 遵循“主场原则”

和“最大公约数” 原则。 港股通

与沪股通除了在额度控制、投资

范围有所区别外，在交易制度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A股市场而言，全球最

高的经济增长对应的是几乎全

球最低的蓝筹估值，中国经济正

处于剧烈的转型过程之中，代表

新经济方向的公司将大量出现

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

板。 因此，无论是A股的低估值

蓝筹，还是受益于转型的新兴成

长，都将给国际投资者带来丰富

的投资机会。

中金公司指出， 通过观察

QFII历史上持有的A股重仓股、

沪港通开通以来海外投资者重

点交易的A股发现， 沪港通持股

特征可分为四类。 一是相对偏好

消费领域、有稳定增长、有较好

品牌和公司治理、估值低估或合

理的A股公司， 呈现比较明显的

机构持股的特征；二是，在沪港

通最活跃买入的股票名单上出

现比较频繁；三是2015年披露的

QFII重仓持股情况，外资持股的

比例相对较高；四是总市值不能

太高，一般应该在1000亿元人民

币或者以下，这样触及个股持股

比例上限的概率会相对高。

主题回归 超跌反弹

□本报记者 叶涛

上周市场先抑后扬，周初大

盘破位下跌， 失去年线支撑；周

三指数进一步下探至2850.71

点， 创出6月中旬下跌以来最低

记录； 周四和周五两个交易日，

指数连续回暖， 重回3200点上

方， 释放出多头占优的积极信

号。 而且，与指数一道回归的还

有国防军工、 混合所有制改革、

油气改革等主题热点。 由此，券

商机构对本周市场预期发生明

显改善，大多持较为乐观态度。

本周共有10家券商发布了

对市场的看法， 其中7家看多、3

家看平。 看多的券商大多认为，

养老金入市、央行“双降” 等消

息公布后，政策利好组合拳对股

指止跌作用明显；超预期下跌还

令短线技术反弹需求充分，随着

房地产、国资改革等主题热点重

新受到投资者关注，上周后半段

启动的反弹行情有望延续。 不

过，看平券商机构也指出，此番

回暖主要受益于消息面因素，上

涨的市场内生性动力仍显不足，

A股还有进一步震荡整理诉求，

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东吴证

券认为， 上周两市股指探底回

升，金融股纷纷暴涨而力挽大盘

于狂澜。预计短线大盘仍有一定

的反弹空间。蓝筹板块随着破净

股的增多其估值修复动力也随

之增强。八月下旬的调整有一个

重要的特征就是权重板块的快

速补跌，尤其是银行、券商和保

险甚至以罕见的跌停的方式快

速补跌极大的释放了做空动能。

部分个股甚至跌破了净资产，目

前沪深300指数平均市盈率约为

12倍，已低于2008年低点的市盈

率， 具备了中长线的投资价值。

随着政策利好等外因的推动，启

动一轮估值修复行情也是情理

之中。

银泰证券也认为，A股最坏

的时期或已经过去，在经过前期

的连续大跌后当前两市阶段低

点料已出现，未来一段时间市场

预计将震荡上行。 首先，8月18日

后两市的超预期杀跌较好的释

放了盘面做空动能，连续的杀跌

将倒逼偏悲观的投资者进一步

降低仓位，从而使得市场潜在的

做空力量进一步衰减，短期而言

市场存在的诸多不利因素也因

此将得以出清。 其次，新一轮杀

跌后优质个股配置机会再度显

现，随着板块个股的估值水平趋

于合理以及部分优质个股估值

吸引力的显现，资金配置的意愿

无疑将逐步增强，沪深两市也将

因此受到支撑。 此外从政策因素

看，8月23日国务院发布《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8月

25日央行“双降” ，乃至8月27日

证金公司筹集超万亿资金的传

闻，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

层提振资本市场的意图。 因此，

尽管依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对

后期A股可持偏乐观态度。

立足技术形态，西部证券认

为，沪指自跌破前期3800-4200

点的区间震荡结构后，一路呈现

缩量下探的破位格局，伴随上周

五重返五日均线，技术层面止跌

回稳的意图明显。日K线结构，前

期股指重心快速下移的势头得

以抑制。 沪指周K线呈现探底式

阴线，长下影表明上周市场底部

探明的真实性存在，但这与前周

形成近270点的下跳式缺口，预

计沪指在3386-3656点一带将

会是后期震荡筑底的上轨压力

区域，在这一区间未见带量突破

之前，超跌反弹很难形成真正意

义上的脱底形态。

短期而言，新时代证券认为

市场将继续反攻至年线。预计随

着国企、财税、金融等改革的提

速，四季度经济筑底回升的概率

较大。 流动性上，最近两周央行

共向市场投放资金近万亿元，基

本上对冲了外汇占款等因素造

成流动性流失。 近期市场资金利

率出现小幅上行，经过央行的投

放后， 资金利率有一定的下行，

总体来看市场资金面偏宽松。

看平的券商中，国都证券认

为，上周沪市成交20583亿元，日

均成交只有4116亿元，比前一周

缩量近三成。且上周一市场留下

一个向下大缺口，将成为超跌反

弹的强压力位。 从资金流向看，

场内存量资金持续大规模净流

出， 场外增量资金入场意愿不

强，目前市场仍属于存量资金博

弈格局。去杠杆的做空动能仍在

释放过程中，场内融资、分级基

金以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抛

售压力相当大。 市场整体弱势格

局没有改变。

光大证券也持“反弹力度可

能会相对有限” 观点，不过也指

出历时近两个月的中报披露期

已接近尾声。由于本次中报的披

露期处于市场单边下跌的时间

段，所以部分中报业绩优秀的公

司在系统风险释放的过程中遭

到错杀， 出现了较大的跌幅，后

市可以重点加以关注，关注补涨

的机会。

整体来看，券商大都认为当

下市场并不缺乏赚钱机遇。 如申

万宏源证券表示， 目前技术性反

弹接近目标位， 热点轮动有望延

续。从上周盘中热点看，周四以银

行保险等权重股率先启动， 周五

则向创业板等中小市值品种转

移，未来这种轮动仍将延续，且小

票走强对指数的拉动有限， 容易

走出个股行情。大同证券则强调，

后市投资者可参与的板块仍然是

大盘连续受挫中表现强势且资金

关照的题材概念， 如国企改革的

预期，涉及行业电力、汽车、电信

等，举牌概念、股东增持个股等，

本周有望走出普涨行情。

探底回升 沪综指周振幅

15.33%

上周沪综指在连续破位下

挫后展开超跌反弹。 上周前半周

沪综指连续失守年线、3000点和

2900点， 周三一度下探至2850

点； 周四和周五连续大幅反弹，

截 至 上 周 五 ， 沪 综 指 收 报

3232.35点。 至此，上周沪综指下

跌7.85%， 周振幅达到15.33%，

创近7周最大周振幅。

随着股指连续走出报复性

反弹，短期趋势有望走强，本周

沪综指将冲击年线， 不过考虑

到技术面和套牢盘压力较大，

年线得失将直接影响后续市场

表现。 如果股指能够突破并站

稳年线， 那么市场将回到救市

资金进场的3500点一带， 后市

有望重回年线一带横盘震荡的

格局。 而如果挑战年线失败，则

不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 而后

市成交量能否继续放大、 市场

人气能否持续回暖将成为年线

战役成败的关键。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市场整

体弱势格局并没有改变。 上周沪

市成交20583亿元， 日均成交只

有4116亿元，比前一周缩量近三

成。 周一市场留下一个向下大缺

口， 将成为超跌反弹的强压力

位。 从资金流向看，场内存量资

金整体仍然呈现净流出，场外增

量资金入场意愿不强，市场仍属

于存量资金博弈格局。 连续两轮

大跌重创后，市场信心修复需要

一定时间，短期不足以实现行情

反转。

业内人士指出，从历史走势

观察，在经济基本面未见全面复

苏阶段，筑底格局常以周期性震

荡为主，本周需重点关注五日均

线短线防守性。 市场初步企稳的

阶段，整体操作仍以低位介入的

控制仓位为主，不追高，不寄予

反弹弱势且无基本面优势的个

股品种过高期望，等待市场底部

探明。（李波）

引领反弹 银行股周跌

2.41%

上周，A股市场在包括降准

降息、养老金入市等在内的诸多

利好支撑下终于企稳反弹，低估

值的金融股受到的刺激较大而

引领反弹行情，成为最大的护盘

功臣。 申万银行指数一周仅下跌

2.41%，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跌幅最小。

从行情上来看， 银行指数上

周前两日凌厉补跌，周一和周二跌

幅分别达到了9.02%和5.98%。 不

过周三指数率先反弹，至周五的涨

幅分别为5.47%、7.62%和0.51%。

个股来看，上周16只银行股

中，有3只银行股上周率先实现上

涨，北京银行、招商银行和浦发银

行的 5日涨幅分别为 8.73% 、

4.59%和0.14%；其余银行股仍有

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兴业银行、

南京银行和华夏银行的跌幅较

小，均未超过2%；而农业银行一

周下跌9.34%，表现最弱，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中信银

行的一周跌幅也均超过了6%。

实际上，当前存贷比政策调

整和降准降息均对银行股形成

利好。 消息面上，上周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商业银行法修正案

（草案）的议案，主要是删除了

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

超过75%的规定，将存贷比由法

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

标。 而后，央行宣布降准降息。

长江证券认为，宽松的流动

性环境利好净息差，降息利好银

行资产治理；存贷比松绑赋予银

行资产负债灵活配置的自由。 虽

然短期内存贷比不会大幅跳升，

但对于受该比例约束的银行来

说，其贷款投放能力会有实质的

边际改善。

总体来看，银行股当前估值大

幅回落， 申万银行指数市盈率

（TTM）仅为6.0倍，长期投资价值

再现，而政策利好对板块形成支撑，

后续或维系震荡慢升格局。（张怡）

领跌概念 西藏振兴指数周跌

17.94%

伴随军工、国资改革等主题

热点暂时“退潮” ，上周前半周A

股意外出现超预期下跌，场内题

材炒作偃旗息鼓，虽然后半周一

度强势反攻，但一周概念指数依

然悉数以绿盘报收。 其中西藏振

兴板块跌幅高达17.94%，跌幅仍

位居全部概念板块首位。

事实上，西藏自治区成立50

周年庆典在即，市场对西藏板块

预期也开始回暖上升，上周五该

西藏振兴指数上涨8.15%， 扭转

前四日连续下跌颓势，单日涨幅

排位124个Wind概念指数第九

位。 此外，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提出了 “要突出抓好特色产

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三项重

点，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 。

近年来， 西藏发展速度位居

各省市前列。产业结构上，第三产

业GDP占比连上台阶， 近十年稳

定在50%以上， 西藏整体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 农牧业、 民族手工

业、旅游业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加之西藏板块标的本身就具备稀

缺性， 在超跌后的反弹行情中值

得关注， 受到政策重点支持的上

述三项重点领域值得跟踪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还是我

国西南部的重要屏障，也是我国

“一带一路” 战略规划的重要枢

纽， 并对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随着南亚大通道建设的加快，喜

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也将更

上一层楼；此外，西藏还是我国

重要的能源和水资源聚集地，促

进西藏发展对中国来说具有重

要意义。 预计未来政策利好与财

政支持还会密集出台，刺激超跌

后的西藏板块走出一轮明显升

势。（叶涛）

先抑后扬 创业板指数周跌

11.09%

上周初创业板指数大幅下

挫，连续三个交易日出现百点下

跌，最低下探至1843.19点，不过

后两个交易日强势反弹，掀起了

反攻大潮， 重返2000点上方，最

高上攻至2086.87点， 全周创业

板指数大幅波动，但由于前期调

整 幅 度 过 大 ， 一 周 仍 下 跌

11.09%。

上周正常交易的396只股

票中， 仅有17只股票实现上

涨，其中星徽精密 、天龙集团

和南华仪器涨幅超过10%，分

别 上 涨 32.25% 、11.36% 和

11.21%，其余个股涨幅普遍较

小。 在下跌的378只股票中，美

亚 柏 科 跌 幅 超 过 30% ， 为

31.55%，共有46只股票跌幅超

过20%， 累积多达253只股票

跌幅超过10%。

前期创业板指数出现连续

破位下挫的情况，后半周随着

整体市场展开报复性反弹，创

业板指数借助高弹性的优势

也迎来强势反弹。 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一方面 ，由于大盘上

方面临较强技术面压制和套

牢盘压力， 市场难以反转，后

市震荡难免，因此创业板波动

将更加剧烈，估值偏高也使其

挤泡沫的力度相应更大；另一

方面，创业板内部的分化潮正

在上演， 一些缺乏业绩支撑、

去估值压力较大品种的回调

压力依然较大。 操作上，建议

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整体观

望为宜， 等待底部真正探明；

可借助短线超跌反弹去伪存

真，逢高减仓估值虚高、业绩

欠佳的品种，逢低吸纳被错杀

的优质成长龙头。 （徐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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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沪港通买入金额情况

沪股通连续4日净买入超20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初沪深两市大盘连续

调整，A股场内资金一度出现大

幅流出，悲观情绪有所升温。 不

过沪股通却精准抄底， 连续4个

交易日出现净买入，净买入金额

超过200亿元，达287.32亿元。 从

沪股通布局的方向来看，金融股

和食品饮料股颇受青睐，而这两

大品种一度是市场反弹领头羊，

借道沪股通资金获利颇丰。

沪股通连续4日净买入

在上攻4000点未果后，股指

震荡回落，上周跌幅更是显著扩

大，连续两个交易日出现两百点

的调整，沪综指在快速击穿前期

低点后继续下探，一度跌破3000

点大关，令指数直接步入“2” 时

代。 连续的大幅下挫也使得市场

的谨慎情绪升温，场内资金连续

大幅流出， 融资余额则快速下

降。 不过沪股通资金却精准抄

底，连续4个交易日出现净买入，

净买入金额超过200亿元， 达到

287.32亿元。

具体来看，8月24日沪股通

净流入资金超过了80亿元，已用

额度达82.62亿元， 仅次于沪港

通开通首日的130亿元， 居历史

次 高 位 ， 已 用 额 度 占 比 达

63.55%，额度余额仅47.38亿元；

8月25日沪股通净流入资金依然

高居在80亿元之上， 达到80.71

亿元， 已用额度占比为62.08%，

额度余额仅为49.29亿元；8月26

日和27日，沪股通的使用额度有

所减少， 分别为75亿元和48.99

亿元， 仍高居在40亿元之上，已

用 额 度 占 比 为 57.69% 和

37.68%。 与沪股通的火热相比，

港股通则依然冷清，上周使用额

度最高也仅为3.40亿元，使用额

度占比不足4%。

从个股来看，金融、食品饮

料股获得沪股通资金的分外青

睐。 其中中信证券在24日、25日

和26日分别出现2.59亿元、2.29

亿元和1.75亿元的净买入。 中国

平安更是连续5个交易日出现净

买入， 其中8月25日的净买入额

超过10亿元，达到12.89亿元。 与

金融股相比，食品饮料股上周在

沪股通的活跃度同样较高，贵州

茅台连续5个交易日出现净买

入，8月25日的净买入超过5亿

元，达到5.46亿元。 伊利股份连

续三个交易日出现净买入，8月

26日的净买入额最大， 超过了3

亿元，达到3.84亿元。

从市场表现来看，食品饮料

股和金融股上周表现抢眼，成为

最先企稳反弹的品种，其中金融

股更是一度成为整个市场反弹

领头羊，可见资金通过借道沪股

通抄底获利颇丰。

沪股通持股具四特征

沪港通开启了香港与内地

金融市场走向融合的大幕，有助

于内地与香港统一金融市场的

建立，也加快了国内金融市场走

向国际的步伐，有助于中国资本

市场的迅速发展壮大。 如果上

海、深圳和香港三大交易所形成

一体后，将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

股票市场，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

所。 上市公司数量位居全球第

二，仅次于印度；市场活跃度位

居全球第三。

沪港通与 QFII、RQFII和

QDII都是投资者和投资品种国

际化的措施，相比而言，沪港通

有自身的优势。 沪港通分为港股

通和沪股通， 遵循“主场原则”

和“最大公约数” 原则。 港股通

与沪股通除了在额度控制、投资

范围有所区别外，在交易制度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A股市场而言，全球最

高的经济增长对应的是几乎全

球最低的蓝筹估值，中国经济正

处于剧烈的转型过程之中，代表

新经济方向的公司将大量出现

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

板。 因此，无论是A股的低估值

蓝筹，还是受益于转型的新兴成

长，都将给国际投资者带来丰富

的投资机会。

中金公司指出， 通过观察

QFII历史上持有的A股重仓股、

沪港通开通以来海外投资者重

点交易的A股发现， 沪港通持股

特征可分为四类。 一是相对偏好

消费领域、有稳定增长、有较好

品牌和公司治理、估值低估或合

理的A股公司， 呈现比较明显的

机构持股的特征；二是，在沪港

通最活跃买入的股票名单上出

现比较频繁；三是2015年披露的

QFII重仓持股情况，外资持股的

比例相对较高；四是总市值不能

太高，一般应该在1000亿元人民

币或者以下，这样触及个股持股

比例上限的概率会相对高。

主题回归 超跌反弹

□本报记者 叶涛

上周市场先抑后扬，周初大

盘破位下跌， 失去年线支撑；周

三指数进一步下探至2850.71

点， 创出6月中旬下跌以来最低

记录； 周四和周五两个交易日，

指数连续回暖， 重回3200点上

方， 释放出多头占优的积极信

号。 而且，与指数一道回归的还

有国防军工、 混合所有制改革、

油气改革等主题热点。 由此，券

商机构对本周市场预期发生明

显改善，大多持较为乐观态度。

本周共有10家券商发布了

对市场的看法， 其中7家看多、3

家看平。 看多的券商大多认为，

养老金入市、央行“双降” 等消

息公布后，政策利好组合拳对股

指止跌作用明显；超预期下跌还

令短线技术反弹需求充分，随着

房地产、国资改革等主题热点重

新受到投资者关注，上周后半段

启动的反弹行情有望延续。 不

过，看平券商机构也指出，此番

回暖主要受益于消息面因素，上

涨的市场内生性动力仍显不足，

A股还有进一步震荡整理诉求，

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东吴证

券认为， 上周两市股指探底回

升，金融股纷纷暴涨而力挽大盘

于狂澜。预计短线大盘仍有一定

的反弹空间。蓝筹板块随着破净

股的增多其估值修复动力也随

之增强。八月下旬的调整有一个

重要的特征就是权重板块的快

速补跌，尤其是银行、券商和保

险甚至以罕见的跌停的方式快

速补跌极大的释放了做空动能。

部分个股甚至跌破了净资产，目

前沪深300指数平均市盈率约为

12倍，已低于2008年低点的市盈

率， 具备了中长线的投资价值。

随着政策利好等外因的推动，启

动一轮估值修复行情也是情理

之中。

银泰证券也认为，A股最坏

的时期或已经过去，在经过前期

的连续大跌后当前两市阶段低

点料已出现，未来一段时间市场

预计将震荡上行。 首先，8月18日

后两市的超预期杀跌较好的释

放了盘面做空动能，连续的杀跌

将倒逼偏悲观的投资者进一步

降低仓位，从而使得市场潜在的

做空力量进一步衰减，短期而言

市场存在的诸多不利因素也因

此将得以出清。 其次，新一轮杀

跌后优质个股配置机会再度显

现，随着板块个股的估值水平趋

于合理以及部分优质个股估值

吸引力的显现，资金配置的意愿

无疑将逐步增强，沪深两市也将

因此受到支撑。 此外从政策因素

看，8月23日国务院发布《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8月

25日央行“双降” ，乃至8月27日

证金公司筹集超万亿资金的传

闻，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

层提振资本市场的意图。 因此，

尽管依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对

后期A股可持偏乐观态度。

立足技术形态，西部证券认

为，沪指自跌破前期3800-4200

点的区间震荡结构后，一路呈现

缩量下探的破位格局，伴随上周

五重返五日均线，技术层面止跌

回稳的意图明显。日K线结构，前

期股指重心快速下移的势头得

以抑制。 沪指周K线呈现探底式

阴线，长下影表明上周市场底部

探明的真实性存在，但这与前周

形成近270点的下跳式缺口，预

计沪指在3386-3656点一带将

会是后期震荡筑底的上轨压力

区域，在这一区间未见带量突破

之前，超跌反弹很难形成真正意

义上的脱底形态。

短期而言，新时代证券认为

市场将继续反攻至年线。预计随

着国企、财税、金融等改革的提

速，四季度经济筑底回升的概率

较大。 流动性上，最近两周央行

共向市场投放资金近万亿元，基

本上对冲了外汇占款等因素造

成流动性流失。 近期市场资金利

率出现小幅上行，经过央行的投

放后， 资金利率有一定的下行，

总体来看市场资金面偏宽松。

看平的券商中，国都证券认

为，上周沪市成交20583亿元，日

均成交只有4116亿元，比前一周

缩量近三成。且上周一市场留下

一个向下大缺口，将成为超跌反

弹的强压力位。 从资金流向看，

场内存量资金持续大规模净流

出， 场外增量资金入场意愿不

强，目前市场仍属于存量资金博

弈格局。去杠杆的做空动能仍在

释放过程中，场内融资、分级基

金以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抛

售压力相当大。 市场整体弱势格

局没有改变。

光大证券也持“反弹力度可

能会相对有限” 观点，不过也指

出历时近两个月的中报披露期

已接近尾声。由于本次中报的披

露期处于市场单边下跌的时间

段，所以部分中报业绩优秀的公

司在系统风险释放的过程中遭

到错杀， 出现了较大的跌幅，后

市可以重点加以关注，关注补涨

的机会。

整体来看，券商大都认为当

下市场并不缺乏赚钱机遇。 如申

万宏源证券表示， 目前技术性反

弹接近目标位， 热点轮动有望延

续。从上周盘中热点看，周四以银

行保险等权重股率先启动， 周五

则向创业板等中小市值品种转

移，未来这种轮动仍将延续，且小

票走强对指数的拉动有限， 容易

走出个股行情。大同证券则强调，

后市投资者可参与的板块仍然是

大盘连续受挫中表现强势且资金

关照的题材概念， 如国企改革的

预期，涉及行业电力、汽车、电信

等，举牌概念、股东增持个股等，

本周有望走出普涨行情。

探底回升 沪综指周振幅

15.33%

上周沪综指在连续破位下

挫后展开超跌反弹。 上周前半周

沪综指连续失守年线、3000点和

2900点， 周三一度下探至2850

点； 周四和周五连续大幅反弹，

截 至 上 周 五 ， 沪 综 指 收 报

3232.35点。 至此，上周沪综指下

跌7.85%， 周振幅达到15.33%，

创近7周最大周振幅。

随着股指连续走出报复性

反弹，短期趋势有望走强，本周

沪综指将冲击年线， 不过考虑

到技术面和套牢盘压力较大，

年线得失将直接影响后续市场

表现。 如果股指能够突破并站

稳年线， 那么市场将回到救市

资金进场的3500点一带， 后市

有望重回年线一带横盘震荡的

格局。 而如果挑战年线失败，则

不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 而后

市成交量能否继续放大、 市场

人气能否持续回暖将成为年线

战役成败的关键。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市场整

体弱势格局并没有改变。 上周沪

市成交20583亿元， 日均成交只

有4116亿元，比前一周缩量近三

成。 周一市场留下一个向下大缺

口， 将成为超跌反弹的强压力

位。 从资金流向看，场内存量资

金整体仍然呈现净流出，场外增

量资金入场意愿不强，市场仍属

于存量资金博弈格局。 连续两轮

大跌重创后，市场信心修复需要

一定时间，短期不足以实现行情

反转。

业内人士指出，从历史走势

观察，在经济基本面未见全面复

苏阶段，筑底格局常以周期性震

荡为主，本周需重点关注五日均

线短线防守性。 市场初步企稳的

阶段，整体操作仍以低位介入的

控制仓位为主，不追高，不寄予

反弹弱势且无基本面优势的个

股品种过高期望，等待市场底部

探明。（李波）

引领反弹 银行股周跌

2.41%

上周，A股市场在包括降准

降息、养老金入市等在内的诸多

利好支撑下终于企稳反弹，低估

值的金融股受到的刺激较大而

引领反弹行情，成为最大的护盘

功臣。 申万银行指数一周仅下跌

2.41%，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跌幅最小。

从行情上来看， 银行指数上

周前两日凌厉补跌，周一和周二跌

幅分别达到了9.02%和5.98%。 不

过周三指数率先反弹，至周五的涨

幅分别为5.47%、7.62%和0.51%。

个股来看，上周16只银行股

中，有3只银行股上周率先实现上

涨，北京银行、招商银行和浦发银

行的 5日涨幅分别为 8.73% 、

4.59%和0.14%；其余银行股仍有

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兴业银行、

南京银行和华夏银行的跌幅较

小，均未超过2%；而农业银行一

周下跌9.34%，表现最弱，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中信银

行的一周跌幅也均超过了6%。

实际上，当前存贷比政策调

整和降准降息均对银行股形成

利好。 消息面上，上周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商业银行法修正案

（草案）的议案，主要是删除了

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

超过75%的规定，将存贷比由法

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

标。 而后，央行宣布降准降息。

长江证券认为，宽松的流动

性环境利好净息差，降息利好银

行资产治理；存贷比松绑赋予银

行资产负债灵活配置的自由。 虽

然短期内存贷比不会大幅跳升，

但对于受该比例约束的银行来

说，其贷款投放能力会有实质的

边际改善。

总体来看，银行股当前估值大

幅回落， 申万银行指数市盈率

（TTM）仅为6.0倍，长期投资价值

再现，而政策利好对板块形成支撑，

后续或维系震荡慢升格局。（张怡）

领跌概念 西藏振兴指数周跌

17.94%

伴随军工、国资改革等主题

热点暂时“退潮” ，上周前半周A

股意外出现超预期下跌，场内题

材炒作偃旗息鼓，虽然后半周一

度强势反攻，但一周概念指数依

然悉数以绿盘报收。 其中西藏振

兴板块跌幅高达17.94%，跌幅仍

位居全部概念板块首位。

事实上，西藏自治区成立50

周年庆典在即，市场对西藏板块

预期也开始回暖上升，上周五该

西藏振兴指数上涨8.15%， 扭转

前四日连续下跌颓势，单日涨幅

排位124个Wind概念指数第九

位。 此外，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提出了 “要突出抓好特色产

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三项重

点，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 。

近年来， 西藏发展速度位居

各省市前列。产业结构上，第三产

业GDP占比连上台阶， 近十年稳

定在50%以上， 西藏整体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 农牧业、 民族手工

业、旅游业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加之西藏板块标的本身就具备稀

缺性， 在超跌后的反弹行情中值

得关注， 受到政策重点支持的上

述三项重点领域值得跟踪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还是我

国西南部的重要屏障，也是我国

“一带一路” 战略规划的重要枢

纽， 并对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随着南亚大通道建设的加快，喜

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也将更

上一层楼；此外，西藏还是我国

重要的能源和水资源聚集地，促

进西藏发展对中国来说具有重

要意义。 预计未来政策利好与财

政支持还会密集出台，刺激超跌

后的西藏板块走出一轮明显升

势。（叶涛）

先抑后扬 创业板指数周跌

11.09%

上周初创业板指数大幅下

挫，连续三个交易日出现百点下

跌，最低下探至1843.19点，不过

后两个交易日强势反弹，掀起了

反攻大潮， 重返2000点上方，最

高上攻至2086.87点， 全周创业

板指数大幅波动，但由于前期调

整 幅 度 过 大 ， 一 周 仍 下 跌

11.09%。

上周正常交易的396只股

票中， 仅有17只股票实现上

涨，其中星徽精密 、天龙集团

和南华仪器涨幅超过10%，分

别 上 涨 32.25% 、11.36% 和

11.21%，其余个股涨幅普遍较

小。 在下跌的378只股票中，美

亚 柏 科 跌 幅 超 过 30% ， 为

31.55%，共有46只股票跌幅超

过20%， 累积多达253只股票

跌幅超过10%。

前期创业板指数出现连续

破位下挫的情况，后半周随着

整体市场展开报复性反弹，创

业板指数借助高弹性的优势

也迎来强势反弹。 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一方面 ，由于大盘上

方面临较强技术面压制和套

牢盘压力， 市场难以反转，后

市震荡难免，因此创业板波动

将更加剧烈，估值偏高也使其

挤泡沫的力度相应更大；另一

方面，创业板内部的分化潮正

在上演， 一些缺乏业绩支撑、

去估值压力较大品种的回调

压力依然较大。 操作上，建议

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整体观

望为宜， 等待底部真正探明；

可借助短线超跌反弹去伪存

真，逢高减仓估值虚高、业绩

欠佳的品种，逢低吸纳被错杀

的优质成长龙头。 （徐伟平）

上周沪股通活跃度较高的个股

沪股通连续4日净买入超20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初沪深两市大盘连续

调整，A股场内资金一度出现大

幅流出，悲观情绪有所升温。 不

过沪股通却精准抄底， 连续4个

交易日出现净买入，净买入金额

超过200亿元，达287.32亿元。 从

沪股通布局的方向来看，金融股

和食品饮料股颇受青睐，而这两

大品种一度是市场反弹领头羊，

借道沪股通资金获利颇丰。

沪股通连续4日净买入

在上攻4000点未果后，股指

震荡回落，上周跌幅更是显著扩

大，连续两个交易日出现两百点

的调整，沪综指在快速击穿前期

低点后继续下探，一度跌破3000

点大关，令指数直接步入“2” 时

代。 连续的大幅下挫也使得市场

的谨慎情绪升温，场内资金连续

大幅流出， 融资余额则快速下

降。 不过沪股通资金却精准抄

底，连续4个交易日出现净买入，

净买入金额超过200亿元， 达到

287.32亿元。

具体来看，8月24日沪股通

净流入资金超过了80亿元，已用

额度达82.62亿元， 仅次于沪港

通开通首日的130亿元， 居历史

次 高 位 ， 已 用 额 度 占 比 达

63.55%，额度余额仅47.38亿元；

8月25日沪股通净流入资金依然

高居在80亿元之上， 达到80.71

亿元， 已用额度占比为62.08%，

额度余额仅为49.29亿元；8月26

日和27日，沪股通的使用额度有

所减少， 分别为75亿元和48.99

亿元， 仍高居在40亿元之上，已

用 额 度 占 比 为 57.69% 和

37.68%。 与沪股通的火热相比，

港股通则依然冷清，上周使用额

度最高也仅为3.40亿元，使用额

度占比不足4%。

从个股来看，金融、食品饮

料股获得沪股通资金的分外青

睐。 其中中信证券在24日、25日

和26日分别出现2.59亿元、2.29

亿元和1.75亿元的净买入。 中国

平安更是连续5个交易日出现净

买入， 其中8月25日的净买入额

超过10亿元，达到12.89亿元。 与

金融股相比，食品饮料股上周在

沪股通的活跃度同样较高，贵州

茅台连续5个交易日出现净买

入，8月25日的净买入超过5亿

元，达到5.46亿元。 伊利股份连

续三个交易日出现净买入，8月

26日的净买入额最大， 超过了3

亿元，达到3.84亿元。

从市场表现来看，食品饮料

股和金融股上周表现抢眼，成为

最先企稳反弹的品种，其中金融

股更是一度成为整个市场反弹

领头羊，可见资金通过借道沪股

通抄底获利颇丰。

沪股通持股具四特征

沪港通开启了香港与内地

金融市场走向融合的大幕，有助

于内地与香港统一金融市场的

建立，也加快了国内金融市场走

向国际的步伐，有助于中国资本

市场的迅速发展壮大。 如果上

海、深圳和香港三大交易所形成

一体后，将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

股票市场，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

所。 上市公司数量位居全球第

二，仅次于印度；市场活跃度位

居全球第三。

沪港通与 QFII、RQFII和

QDII都是投资者和投资品种国

际化的措施，相比而言，沪港通

有自身的优势。 沪港通分为港股

通和沪股通， 遵循“主场原则”

和“最大公约数” 原则。 港股通

与沪股通除了在额度控制、投资

范围有所区别外，在交易制度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A股市场而言，全球最

高的经济增长对应的是几乎全

球最低的蓝筹估值，中国经济正

处于剧烈的转型过程之中，代表

新经济方向的公司将大量出现

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

板。 因此，无论是A股的低估值

蓝筹，还是受益于转型的新兴成

长，都将给国际投资者带来丰富

的投资机会。

中金公司指出， 通过观察

QFII历史上持有的A股重仓股、

沪港通开通以来海外投资者重

点交易的A股发现， 沪港通持股

特征可分为四类。 一是相对偏好

消费领域、有稳定增长、有较好

品牌和公司治理、估值低估或合

理的A股公司， 呈现比较明显的

机构持股的特征；二是，在沪港

通最活跃买入的股票名单上出

现比较频繁；三是2015年披露的

QFII重仓持股情况，外资持股的

比例相对较高；四是总市值不能

太高，一般应该在1000亿元人民

币或者以下，这样触及个股持股

比例上限的概率会相对高。

主题回归 超跌反弹

□本报记者 叶涛

上周市场先抑后扬，周初大

盘破位下跌， 失去年线支撑；周

三指数进一步下探至2850.71

点， 创出6月中旬下跌以来最低

记录； 周四和周五两个交易日，

指数连续回暖， 重回3200点上

方， 释放出多头占优的积极信

号。 而且，与指数一道回归的还

有国防军工、 混合所有制改革、

油气改革等主题热点。 由此，券

商机构对本周市场预期发生明

显改善，大多持较为乐观态度。

本周共有10家券商发布了

对市场的看法， 其中7家看多、3

家看平。 看多的券商大多认为，

养老金入市、央行“双降” 等消

息公布后，政策利好组合拳对股

指止跌作用明显；超预期下跌还

令短线技术反弹需求充分，随着

房地产、国资改革等主题热点重

新受到投资者关注，上周后半段

启动的反弹行情有望延续。 不

过，看平券商机构也指出，此番

回暖主要受益于消息面因素，上

涨的市场内生性动力仍显不足，

A股还有进一步震荡整理诉求，

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东吴证

券认为， 上周两市股指探底回

升，金融股纷纷暴涨而力挽大盘

于狂澜。预计短线大盘仍有一定

的反弹空间。蓝筹板块随着破净

股的增多其估值修复动力也随

之增强。八月下旬的调整有一个

重要的特征就是权重板块的快

速补跌，尤其是银行、券商和保

险甚至以罕见的跌停的方式快

速补跌极大的释放了做空动能。

部分个股甚至跌破了净资产，目

前沪深300指数平均市盈率约为

12倍，已低于2008年低点的市盈

率， 具备了中长线的投资价值。

随着政策利好等外因的推动，启

动一轮估值修复行情也是情理

之中。

银泰证券也认为，A股最坏

的时期或已经过去，在经过前期

的连续大跌后当前两市阶段低

点料已出现，未来一段时间市场

预计将震荡上行。 首先，8月18日

后两市的超预期杀跌较好的释

放了盘面做空动能，连续的杀跌

将倒逼偏悲观的投资者进一步

降低仓位，从而使得市场潜在的

做空力量进一步衰减，短期而言

市场存在的诸多不利因素也因

此将得以出清。 其次，新一轮杀

跌后优质个股配置机会再度显

现，随着板块个股的估值水平趋

于合理以及部分优质个股估值

吸引力的显现，资金配置的意愿

无疑将逐步增强，沪深两市也将

因此受到支撑。 此外从政策因素

看，8月23日国务院发布《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8月

25日央行“双降” ，乃至8月27日

证金公司筹集超万亿资金的传

闻，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

层提振资本市场的意图。 因此，

尽管依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对

后期A股可持偏乐观态度。

立足技术形态，西部证券认

为，沪指自跌破前期3800-4200

点的区间震荡结构后，一路呈现

缩量下探的破位格局，伴随上周

五重返五日均线，技术层面止跌

回稳的意图明显。日K线结构，前

期股指重心快速下移的势头得

以抑制。 沪指周K线呈现探底式

阴线，长下影表明上周市场底部

探明的真实性存在，但这与前周

形成近270点的下跳式缺口，预

计沪指在3386-3656点一带将

会是后期震荡筑底的上轨压力

区域，在这一区间未见带量突破

之前，超跌反弹很难形成真正意

义上的脱底形态。

短期而言，新时代证券认为

市场将继续反攻至年线。预计随

着国企、财税、金融等改革的提

速，四季度经济筑底回升的概率

较大。 流动性上，最近两周央行

共向市场投放资金近万亿元，基

本上对冲了外汇占款等因素造

成流动性流失。 近期市场资金利

率出现小幅上行，经过央行的投

放后， 资金利率有一定的下行，

总体来看市场资金面偏宽松。

看平的券商中，国都证券认

为，上周沪市成交20583亿元，日

均成交只有4116亿元，比前一周

缩量近三成。且上周一市场留下

一个向下大缺口，将成为超跌反

弹的强压力位。 从资金流向看，

场内存量资金持续大规模净流

出， 场外增量资金入场意愿不

强，目前市场仍属于存量资金博

弈格局。去杠杆的做空动能仍在

释放过程中，场内融资、分级基

金以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抛

售压力相当大。 市场整体弱势格

局没有改变。

光大证券也持“反弹力度可

能会相对有限” 观点，不过也指

出历时近两个月的中报披露期

已接近尾声。由于本次中报的披

露期处于市场单边下跌的时间

段，所以部分中报业绩优秀的公

司在系统风险释放的过程中遭

到错杀， 出现了较大的跌幅，后

市可以重点加以关注，关注补涨

的机会。

整体来看，券商大都认为当

下市场并不缺乏赚钱机遇。 如申

万宏源证券表示， 目前技术性反

弹接近目标位， 热点轮动有望延

续。从上周盘中热点看，周四以银

行保险等权重股率先启动， 周五

则向创业板等中小市值品种转

移，未来这种轮动仍将延续，且小

票走强对指数的拉动有限， 容易

走出个股行情。大同证券则强调，

后市投资者可参与的板块仍然是

大盘连续受挫中表现强势且资金

关照的题材概念， 如国企改革的

预期，涉及行业电力、汽车、电信

等，举牌概念、股东增持个股等，

本周有望走出普涨行情。

探底回升 沪综指周振幅

15.33%

上周沪综指在连续破位下

挫后展开超跌反弹。 上周前半周

沪综指连续失守年线、3000点和

2900点， 周三一度下探至2850

点； 周四和周五连续大幅反弹，

截 至 上 周 五 ， 沪 综 指 收 报

3232.35点。 至此，上周沪综指下

跌7.85%， 周振幅达到15.33%，

创近7周最大周振幅。

随着股指连续走出报复性

反弹，短期趋势有望走强，本周

沪综指将冲击年线， 不过考虑

到技术面和套牢盘压力较大，

年线得失将直接影响后续市场

表现。 如果股指能够突破并站

稳年线， 那么市场将回到救市

资金进场的3500点一带， 后市

有望重回年线一带横盘震荡的

格局。 而如果挑战年线失败，则

不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 而后

市成交量能否继续放大、 市场

人气能否持续回暖将成为年线

战役成败的关键。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市场整

体弱势格局并没有改变。 上周沪

市成交20583亿元， 日均成交只

有4116亿元，比前一周缩量近三

成。 周一市场留下一个向下大缺

口， 将成为超跌反弹的强压力

位。 从资金流向看，场内存量资

金整体仍然呈现净流出，场外增

量资金入场意愿不强，市场仍属

于存量资金博弈格局。 连续两轮

大跌重创后，市场信心修复需要

一定时间，短期不足以实现行情

反转。

业内人士指出，从历史走势

观察，在经济基本面未见全面复

苏阶段，筑底格局常以周期性震

荡为主，本周需重点关注五日均

线短线防守性。 市场初步企稳的

阶段，整体操作仍以低位介入的

控制仓位为主，不追高，不寄予

反弹弱势且无基本面优势的个

股品种过高期望，等待市场底部

探明。（李波）

引领反弹 银行股周跌

2.41%

上周，A股市场在包括降准

降息、养老金入市等在内的诸多

利好支撑下终于企稳反弹，低估

值的金融股受到的刺激较大而

引领反弹行情，成为最大的护盘

功臣。 申万银行指数一周仅下跌

2.41%，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跌幅最小。

从行情上来看， 银行指数上

周前两日凌厉补跌，周一和周二跌

幅分别达到了9.02%和5.98%。 不

过周三指数率先反弹，至周五的涨

幅分别为5.47%、7.62%和0.51%。

个股来看，上周16只银行股

中，有3只银行股上周率先实现上

涨，北京银行、招商银行和浦发银

行的 5日涨幅分别为 8.73% 、

4.59%和0.14%；其余银行股仍有

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兴业银行、

南京银行和华夏银行的跌幅较

小，均未超过2%；而农业银行一

周下跌9.34%，表现最弱，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中信银

行的一周跌幅也均超过了6%。

实际上，当前存贷比政策调

整和降准降息均对银行股形成

利好。 消息面上，上周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商业银行法修正案

（草案）的议案，主要是删除了

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

超过75%的规定，将存贷比由法

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

标。 而后，央行宣布降准降息。

长江证券认为，宽松的流动

性环境利好净息差，降息利好银

行资产治理；存贷比松绑赋予银

行资产负债灵活配置的自由。 虽

然短期内存贷比不会大幅跳升，

但对于受该比例约束的银行来

说，其贷款投放能力会有实质的

边际改善。

总体来看，银行股当前估值大

幅回落， 申万银行指数市盈率

（TTM）仅为6.0倍，长期投资价值

再现，而政策利好对板块形成支撑，

后续或维系震荡慢升格局。（张怡）

领跌概念 西藏振兴指数周跌

17.94%

伴随军工、国资改革等主题

热点暂时“退潮” ，上周前半周A

股意外出现超预期下跌，场内题

材炒作偃旗息鼓，虽然后半周一

度强势反攻，但一周概念指数依

然悉数以绿盘报收。 其中西藏振

兴板块跌幅高达17.94%，跌幅仍

位居全部概念板块首位。

事实上，西藏自治区成立50

周年庆典在即，市场对西藏板块

预期也开始回暖上升，上周五该

西藏振兴指数上涨8.15%， 扭转

前四日连续下跌颓势，单日涨幅

排位124个Wind概念指数第九

位。 此外，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提出了 “要突出抓好特色产

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三项重

点，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 。

近年来， 西藏发展速度位居

各省市前列。产业结构上，第三产

业GDP占比连上台阶， 近十年稳

定在50%以上， 西藏整体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 农牧业、 民族手工

业、旅游业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加之西藏板块标的本身就具备稀

缺性， 在超跌后的反弹行情中值

得关注， 受到政策重点支持的上

述三项重点领域值得跟踪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还是我

国西南部的重要屏障，也是我国

“一带一路” 战略规划的重要枢

纽， 并对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随着南亚大通道建设的加快，喜

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也将更

上一层楼；此外，西藏还是我国

重要的能源和水资源聚集地，促

进西藏发展对中国来说具有重

要意义。 预计未来政策利好与财

政支持还会密集出台，刺激超跌

后的西藏板块走出一轮明显升

势。（叶涛）

先抑后扬 创业板指数周跌

11.09%

上周初创业板指数大幅下

挫，连续三个交易日出现百点下

跌，最低下探至1843.19点，不过

后两个交易日强势反弹，掀起了

反攻大潮， 重返2000点上方，最

高上攻至2086.87点， 全周创业

板指数大幅波动，但由于前期调

整 幅 度 过 大 ， 一 周 仍 下 跌

11.09%。

上周正常交易的396只股

票中， 仅有17只股票实现上

涨，其中星徽精密 、天龙集团

和南华仪器涨幅超过10%，分

别 上 涨 32.25% 、11.36% 和

11.21%，其余个股涨幅普遍较

小。 在下跌的378只股票中，美

亚 柏 科 跌 幅 超 过 30% ， 为

31.55%，共有46只股票跌幅超

过20%， 累积多达253只股票

跌幅超过10%。

前期创业板指数出现连续

破位下挫的情况，后半周随着

整体市场展开报复性反弹，创

业板指数借助高弹性的优势

也迎来强势反弹。 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一方面 ，由于大盘上

方面临较强技术面压制和套

牢盘压力， 市场难以反转，后

市震荡难免，因此创业板波动

将更加剧烈，估值偏高也使其

挤泡沫的力度相应更大；另一

方面，创业板内部的分化潮正

在上演， 一些缺乏业绩支撑、

去估值压力较大品种的回调

压力依然较大。 操作上，建议

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整体观

望为宜， 等待底部真正探明；

可借助短线超跌反弹去伪存

真，逢高减仓估值虚高、业绩

欠佳的品种，逢低吸纳被错杀

的优质成长龙头。 （徐伟平）

上周沪港通额度统计

沪股通连续4日净买入超20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初沪深两市大盘连续

调整，A股场内资金一度出现大

幅流出，悲观情绪有所升温。 不

过沪股通却精准抄底， 连续4个

交易日出现净买入，净买入金额

超过200亿元，达287.32亿元。 从

沪股通布局的方向来看，金融股

和食品饮料股颇受青睐，而这两

大品种一度是市场反弹领头羊，

借道沪股通资金获利颇丰。

沪股通连续4日净买入

在上攻4000点未果后，股指

震荡回落，上周跌幅更是显著扩

大，连续两个交易日出现两百点

的调整，沪综指在快速击穿前期

低点后继续下探，一度跌破3000

点大关，令指数直接步入“2” 时

代。 连续的大幅下挫也使得市场

的谨慎情绪升温，场内资金连续

大幅流出， 融资余额则快速下

降。 不过沪股通资金却精准抄

底，连续4个交易日出现净买入，

净买入金额超过200亿元， 达到

287.32亿元。

具体来看，8月24日沪股通

净流入资金超过了80亿元，已用

额度达82.62亿元， 仅次于沪港

通开通首日的130亿元， 居历史

次 高 位 ， 已 用 额 度 占 比 达

63.55%，额度余额仅47.38亿元；

8月25日沪股通净流入资金依然

高居在80亿元之上， 达到80.71

亿元， 已用额度占比为62.08%，

额度余额仅为49.29亿元；8月26

日和27日，沪股通的使用额度有

所减少， 分别为75亿元和48.99

亿元， 仍高居在40亿元之上，已

用 额 度 占 比 为 57.69% 和

37.68%。 与沪股通的火热相比，

港股通则依然冷清，上周使用额

度最高也仅为3.40亿元，使用额

度占比不足4%。

从个股来看，金融、食品饮

料股获得沪股通资金的分外青

睐。 其中中信证券在24日、25日

和26日分别出现2.59亿元、2.29

亿元和1.75亿元的净买入。 中国

平安更是连续5个交易日出现净

买入， 其中8月25日的净买入额

超过10亿元，达到12.89亿元。 与

金融股相比，食品饮料股上周在

沪股通的活跃度同样较高，贵州

茅台连续5个交易日出现净买

入，8月25日的净买入超过5亿

元，达到5.46亿元。 伊利股份连

续三个交易日出现净买入，8月

26日的净买入额最大， 超过了3

亿元，达到3.84亿元。

从市场表现来看，食品饮料

股和金融股上周表现抢眼，成为

最先企稳反弹的品种，其中金融

股更是一度成为整个市场反弹

领头羊，可见资金通过借道沪股

通抄底获利颇丰。

沪股通持股具四特征

沪港通开启了香港与内地

金融市场走向融合的大幕，有助

于内地与香港统一金融市场的

建立，也加快了国内金融市场走

向国际的步伐，有助于中国资本

市场的迅速发展壮大。 如果上

海、深圳和香港三大交易所形成

一体后，将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

股票市场，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

所。 上市公司数量位居全球第

二，仅次于印度；市场活跃度位

居全球第三。

沪港通与 QFII、RQFII和

QDII都是投资者和投资品种国

际化的措施，相比而言，沪港通

有自身的优势。 沪港通分为港股

通和沪股通， 遵循“主场原则”

和“最大公约数” 原则。 港股通

与沪股通除了在额度控制、投资

范围有所区别外，在交易制度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A股市场而言，全球最

高的经济增长对应的是几乎全

球最低的蓝筹估值，中国经济正

处于剧烈的转型过程之中，代表

新经济方向的公司将大量出现

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

板。 因此，无论是A股的低估值

蓝筹，还是受益于转型的新兴成

长，都将给国际投资者带来丰富

的投资机会。

中金公司指出， 通过观察

QFII历史上持有的A股重仓股、

沪港通开通以来海外投资者重

点交易的A股发现， 沪港通持股

特征可分为四类。 一是相对偏好

消费领域、有稳定增长、有较好

品牌和公司治理、估值低估或合

理的A股公司， 呈现比较明显的

机构持股的特征；二是，在沪港

通最活跃买入的股票名单上出

现比较频繁；三是2015年披露的

QFII重仓持股情况，外资持股的

比例相对较高；四是总市值不能

太高，一般应该在1000亿元人民

币或者以下，这样触及个股持股

比例上限的概率会相对高。

主题回归 超跌反弹

□本报记者 叶涛

上周市场先抑后扬，周初大

盘破位下跌， 失去年线支撑；周

三指数进一步下探至2850.71

点， 创出6月中旬下跌以来最低

记录； 周四和周五两个交易日，

指数连续回暖， 重回3200点上

方， 释放出多头占优的积极信

号。 而且，与指数一道回归的还

有国防军工、 混合所有制改革、

油气改革等主题热点。 由此，券

商机构对本周市场预期发生明

显改善，大多持较为乐观态度。

本周共有10家券商发布了

对市场的看法， 其中7家看多、3

家看平。 看多的券商大多认为，

养老金入市、央行“双降” 等消

息公布后，政策利好组合拳对股

指止跌作用明显；超预期下跌还

令短线技术反弹需求充分，随着

房地产、国资改革等主题热点重

新受到投资者关注，上周后半段

启动的反弹行情有望延续。 不

过，看平券商机构也指出，此番

回暖主要受益于消息面因素，上

涨的市场内生性动力仍显不足，

A股还有进一步震荡整理诉求，

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东吴证

券认为， 上周两市股指探底回

升，金融股纷纷暴涨而力挽大盘

于狂澜。预计短线大盘仍有一定

的反弹空间。蓝筹板块随着破净

股的增多其估值修复动力也随

之增强。八月下旬的调整有一个

重要的特征就是权重板块的快

速补跌，尤其是银行、券商和保

险甚至以罕见的跌停的方式快

速补跌极大的释放了做空动能。

部分个股甚至跌破了净资产，目

前沪深300指数平均市盈率约为

12倍，已低于2008年低点的市盈

率， 具备了中长线的投资价值。

随着政策利好等外因的推动，启

动一轮估值修复行情也是情理

之中。

银泰证券也认为，A股最坏

的时期或已经过去，在经过前期

的连续大跌后当前两市阶段低

点料已出现，未来一段时间市场

预计将震荡上行。 首先，8月18日

后两市的超预期杀跌较好的释

放了盘面做空动能，连续的杀跌

将倒逼偏悲观的投资者进一步

降低仓位，从而使得市场潜在的

做空力量进一步衰减，短期而言

市场存在的诸多不利因素也因

此将得以出清。 其次，新一轮杀

跌后优质个股配置机会再度显

现，随着板块个股的估值水平趋

于合理以及部分优质个股估值

吸引力的显现，资金配置的意愿

无疑将逐步增强，沪深两市也将

因此受到支撑。 此外从政策因素

看，8月23日国务院发布《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8月

25日央行“双降” ，乃至8月27日

证金公司筹集超万亿资金的传

闻，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

层提振资本市场的意图。 因此，

尽管依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对

后期A股可持偏乐观态度。

立足技术形态，西部证券认

为，沪指自跌破前期3800-4200

点的区间震荡结构后，一路呈现

缩量下探的破位格局，伴随上周

五重返五日均线，技术层面止跌

回稳的意图明显。日K线结构，前

期股指重心快速下移的势头得

以抑制。 沪指周K线呈现探底式

阴线，长下影表明上周市场底部

探明的真实性存在，但这与前周

形成近270点的下跳式缺口，预

计沪指在3386-3656点一带将

会是后期震荡筑底的上轨压力

区域，在这一区间未见带量突破

之前，超跌反弹很难形成真正意

义上的脱底形态。

短期而言，新时代证券认为

市场将继续反攻至年线。预计随

着国企、财税、金融等改革的提

速，四季度经济筑底回升的概率

较大。 流动性上，最近两周央行

共向市场投放资金近万亿元，基

本上对冲了外汇占款等因素造

成流动性流失。 近期市场资金利

率出现小幅上行，经过央行的投

放后， 资金利率有一定的下行，

总体来看市场资金面偏宽松。

看平的券商中，国都证券认

为，上周沪市成交20583亿元，日

均成交只有4116亿元，比前一周

缩量近三成。且上周一市场留下

一个向下大缺口，将成为超跌反

弹的强压力位。 从资金流向看，

场内存量资金持续大规模净流

出， 场外增量资金入场意愿不

强，目前市场仍属于存量资金博

弈格局。去杠杆的做空动能仍在

释放过程中，场内融资、分级基

金以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抛

售压力相当大。 市场整体弱势格

局没有改变。

光大证券也持“反弹力度可

能会相对有限” 观点，不过也指

出历时近两个月的中报披露期

已接近尾声。由于本次中报的披

露期处于市场单边下跌的时间

段，所以部分中报业绩优秀的公

司在系统风险释放的过程中遭

到错杀， 出现了较大的跌幅，后

市可以重点加以关注，关注补涨

的机会。

整体来看，券商大都认为当

下市场并不缺乏赚钱机遇。 如申

万宏源证券表示， 目前技术性反

弹接近目标位， 热点轮动有望延

续。从上周盘中热点看，周四以银

行保险等权重股率先启动， 周五

则向创业板等中小市值品种转

移，未来这种轮动仍将延续，且小

票走强对指数的拉动有限， 容易

走出个股行情。大同证券则强调，

后市投资者可参与的板块仍然是

大盘连续受挫中表现强势且资金

关照的题材概念， 如国企改革的

预期，涉及行业电力、汽车、电信

等，举牌概念、股东增持个股等，

本周有望走出普涨行情。

探底回升 沪综指周振幅

15.33%

上周沪综指在连续破位下

挫后展开超跌反弹。 上周前半周

沪综指连续失守年线、3000点和

2900点， 周三一度下探至2850

点； 周四和周五连续大幅反弹，

截 至 上 周 五 ， 沪 综 指 收 报

3232.35点。 至此，上周沪综指下

跌7.85%， 周振幅达到15.33%，

创近7周最大周振幅。

随着股指连续走出报复性

反弹，短期趋势有望走强，本周

沪综指将冲击年线， 不过考虑

到技术面和套牢盘压力较大，

年线得失将直接影响后续市场

表现。 如果股指能够突破并站

稳年线， 那么市场将回到救市

资金进场的3500点一带， 后市

有望重回年线一带横盘震荡的

格局。 而如果挑战年线失败，则

不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 而后

市成交量能否继续放大、 市场

人气能否持续回暖将成为年线

战役成败的关键。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市场整

体弱势格局并没有改变。 上周沪

市成交20583亿元， 日均成交只

有4116亿元，比前一周缩量近三

成。 周一市场留下一个向下大缺

口， 将成为超跌反弹的强压力

位。 从资金流向看，场内存量资

金整体仍然呈现净流出，场外增

量资金入场意愿不强，市场仍属

于存量资金博弈格局。 连续两轮

大跌重创后，市场信心修复需要

一定时间，短期不足以实现行情

反转。

业内人士指出，从历史走势

观察，在经济基本面未见全面复

苏阶段，筑底格局常以周期性震

荡为主，本周需重点关注五日均

线短线防守性。 市场初步企稳的

阶段，整体操作仍以低位介入的

控制仓位为主，不追高，不寄予

反弹弱势且无基本面优势的个

股品种过高期望，等待市场底部

探明。（李波）

引领反弹 银行股周跌

2.41%

上周，A股市场在包括降准

降息、养老金入市等在内的诸多

利好支撑下终于企稳反弹，低估

值的金融股受到的刺激较大而

引领反弹行情，成为最大的护盘

功臣。 申万银行指数一周仅下跌

2.41%，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跌幅最小。

从行情上来看， 银行指数上

周前两日凌厉补跌，周一和周二跌

幅分别达到了9.02%和5.98%。 不

过周三指数率先反弹，至周五的涨

幅分别为5.47%、7.62%和0.51%。

个股来看，上周16只银行股

中，有3只银行股上周率先实现上

涨，北京银行、招商银行和浦发银

行的 5日涨幅分别为 8.73% 、

4.59%和0.14%；其余银行股仍有

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兴业银行、

南京银行和华夏银行的跌幅较

小，均未超过2%；而农业银行一

周下跌9.34%，表现最弱，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中信银

行的一周跌幅也均超过了6%。

实际上，当前存贷比政策调

整和降准降息均对银行股形成

利好。 消息面上，上周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商业银行法修正案

（草案）的议案，主要是删除了

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

超过75%的规定，将存贷比由法

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

标。 而后，央行宣布降准降息。

长江证券认为，宽松的流动

性环境利好净息差，降息利好银

行资产治理；存贷比松绑赋予银

行资产负债灵活配置的自由。 虽

然短期内存贷比不会大幅跳升，

但对于受该比例约束的银行来

说，其贷款投放能力会有实质的

边际改善。

总体来看，银行股当前估值大

幅回落， 申万银行指数市盈率

（TTM）仅为6.0倍，长期投资价值

再现，而政策利好对板块形成支撑，

后续或维系震荡慢升格局。（张怡）

领跌概念 西藏振兴指数周跌

17.94%

伴随军工、国资改革等主题

热点暂时“退潮” ，上周前半周A

股意外出现超预期下跌，场内题

材炒作偃旗息鼓，虽然后半周一

度强势反攻，但一周概念指数依

然悉数以绿盘报收。 其中西藏振

兴板块跌幅高达17.94%，跌幅仍

位居全部概念板块首位。

事实上，西藏自治区成立50

周年庆典在即，市场对西藏板块

预期也开始回暖上升，上周五该

西藏振兴指数上涨8.15%， 扭转

前四日连续下跌颓势，单日涨幅

排位124个Wind概念指数第九

位。 此外，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提出了 “要突出抓好特色产

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三项重

点，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 。

近年来， 西藏发展速度位居

各省市前列。产业结构上，第三产

业GDP占比连上台阶， 近十年稳

定在50%以上， 西藏整体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 农牧业、 民族手工

业、旅游业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加之西藏板块标的本身就具备稀

缺性， 在超跌后的反弹行情中值

得关注， 受到政策重点支持的上

述三项重点领域值得跟踪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还是我

国西南部的重要屏障，也是我国

“一带一路” 战略规划的重要枢

纽， 并对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随着南亚大通道建设的加快，喜

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也将更

上一层楼；此外，西藏还是我国

重要的能源和水资源聚集地，促

进西藏发展对中国来说具有重

要意义。 预计未来政策利好与财

政支持还会密集出台，刺激超跌

后的西藏板块走出一轮明显升

势。（叶涛）

先抑后扬 创业板指数周跌

11.09%

上周初创业板指数大幅下

挫，连续三个交易日出现百点下

跌，最低下探至1843.19点，不过

后两个交易日强势反弹，掀起了

反攻大潮， 重返2000点上方，最

高上攻至2086.87点， 全周创业

板指数大幅波动，但由于前期调

整 幅 度 过 大 ， 一 周 仍 下 跌

11.09%。

上周正常交易的396只股

票中， 仅有17只股票实现上

涨，其中星徽精密 、天龙集团

和南华仪器涨幅超过10%，分

别 上 涨 32.25% 、11.36% 和

11.21%，其余个股涨幅普遍较

小。 在下跌的378只股票中，美

亚 柏 科 跌 幅 超 过 30% ， 为

31.55%，共有46只股票跌幅超

过20%， 累积多达253只股票

跌幅超过10%。

前期创业板指数出现连续

破位下挫的情况，后半周随着

整体市场展开报复性反弹，创

业板指数借助高弹性的优势

也迎来强势反弹。 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一方面 ，由于大盘上

方面临较强技术面压制和套

牢盘压力， 市场难以反转，后

市震荡难免，因此创业板波动

将更加剧烈，估值偏高也使其

挤泡沫的力度相应更大；另一

方面，创业板内部的分化潮正

在上演， 一些缺乏业绩支撑、

去估值压力较大品种的回调

压力依然较大。 操作上，建议

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整体观

望为宜， 等待底部真正探明；

可借助短线超跌反弹去伪存

真，逢高减仓估值虚高、业绩

欠佳的品种，逢低吸纳被错杀

的优质成长龙头。 （徐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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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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