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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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669.SH

中国电建

2015-10-19 630,000.00 960,000.00 415,463.3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0-19 42,854.08 54,686.84 88,648.35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78.SZ

华昌达

2015-10-19 2,552.37 18,330.37 36,173.9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14.SH

鼎立股份

2015-10-20 12,427.01 101,778.92 27,308.1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12.SH

华北制药

2015-10-19 35,000.00 137,857.76 25,222.7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60.SZ

炬华科技

2015-10-19 143.60 7,607.60 16,570.9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0716.SZ

黑芝麻

2015-10-19 595.30 17,615.90 14,238.32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477.SH

杭萧钢构

2015-10-21 345.39 60,594.96 13,588.9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002671.SZ

龙泉股份

2015-10-20 552.08 32,007.22 12,362.3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70.SZ

安控科技

2015-10-22 280.14 12,633.68 11,674.1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753.SZ

漳州发展

2015-10-21 12,032.65 81,935.53 6,479.1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14.SZ

宝馨科技

2015-10-20 992.91 22,055.40 5,646.3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18.SZ

科士达

2015-10-19 209.20 28,202.91 1,490.5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885.SH

宏发股份

2015-10-23 23,922.67 53,197.25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67.SZ

陕天然气

2015-10-19 9,523.81 111,207.5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969.SH

郴电国际

2015-10-19 5,405.41 26,432.18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51.SH

亚宝药业

2015-10-19 5,904.80 69,200.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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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59.SZ

东方财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16 765721.30 10.00 11.28

600645.SH

中源协和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4 738496.00 -16.52 42.96

002506.SZ

协鑫集成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2 642198.45 32.96 30.33

600893.SH

中航动力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4 547400.68 26.04 8.04

600650.SH

锦江投资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3 537817.61 24.31 35.62

600645.SH

中源协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15 499041.62 -6.73 29.34

002353.SZ

杰瑞股份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9 426771.08 -18.23 21.74

002353.SZ

杰瑞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12 424626.29 -9.15 21.64

002276.SZ

万马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13 363665.40 9.99 16.30

002095.SZ

生意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2 325247.06 30.98 25.58

000930.SZ

中粮生化 换手率达

20% 2015-10-16 325169.59 10.00 21.62

000930.SZ

中粮生化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16 325169.59 10.00 21.62

600391.SH

成发科技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4 298641.35 29.58 20.50

000031.SZ

中粮地产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16 296362.01 9.98 11.13

000738.SZ

中航动控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4 293969.97 33.11 9.23

000777.SZ

中核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5-10-14 290457.99 0.36 21.27

601012.SH

隆基股份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2 289597.05 25.26 15.67

002130.SZ

沃尔核材 换手率达

20% 2015-10-14 285783.36 4.52 30.73

000777.SZ

中核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13 283573.18 10.00 21.57

000777.SZ

中核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5-10-13 283573.18 10.00 21.57

002506.SZ

协鑫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14 276724.31 9.98 12.08

002030.SZ

达安基因 振幅值达

15% 2015-10-14 260135.43 1.62 9.41

000979.SZ

中弘股份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5 258645.78 -18.38 16.94

000025.SZ

特力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4 257528.43 33.10 30.19

000979.SZ

中弘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16 253214.26 -9.38 16.62

600871.SH

石化油服 换手率达

20% 2015-10-16 249523.51 9.97 50.99

300033.SZ

同花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3 248090.94 21.00 17.40

002506.SZ

协鑫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13 244412.46 9.95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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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10-16 32.79 1.02 32.79 5,500.00 180,345.00

000002.SZ

万科

A 2015-10-14 14.28 6.01 13.28 10,517.84 150,194.70

000002.SZ

万科

A 2015-10-14 14.28 6.01 13.28 7,689.30 109,803.20

601991.SH

大唐发电

2015-10-16 5.56 -4.14 5.82 7,000.00 38,920.00

601238.SH

广汽集团

2015-10-12 19.73 1.91 20.66 1,000.00 19,730.00

601991.SH

大唐发电

2015-10-15 5.38 -4.95 5.80 3,200.00 17,216.00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5-10-15 38.00 -9.89 42.85 420.84 15,991.92

600711.SH

盛屯矿业

2015-10-16 7.60 -2.44 8.15 1,718.00 13,056.80

601991.SH

大唐发电

2015-10-15 5.38 -4.95 5.80 2,300.00 12,374.00

603606.SH

东方电缆

2015-10-16 16.99 -9.96 19.48 700.00 11,893.00

600522.SH

中天科技

2015-10-15 18.75 -0.11 19.33 529.00 9,918.75

002129.SZ

中环股份

2015-10-14 11.73 -5.02 12.35 822.00 9,642.06

600522.SH

中天科技

2015-10-13 17.95 -2.60 18.51 530.00 9,513.50

300237.SZ

美晨科技

2015-10-15 10.30 -0.19 10.64 829.00 8,538.70

000810.SZ

创维数字

2015-10-13 13.29 1.92 13.70 634.90 8,437.82

002129.SZ

中环股份

2015-10-14 11.73 -5.02 12.35 700.00 8,211.00

000613.SZ

大东海

A 2015-10-16 12.70 9.67 11.95 616.76 7,832.84

002129.SZ

中环股份

2015-10-14 11.73 -5.02 12.35 615.00 7,213.95

300297.SZ

蓝盾股份

2015-10-16 15.27 -3.42 15.70 470.00 7,176.90

600094.SH

大名城

2015-10-13 8.87 -2.95 9.47 765.00 6,785.55

002129.SZ

中环股份

2015-10-14 11.73 -5.02 12.35 573.00 6,721.29

002316.SZ

键桥通讯

2015-10-15 9.90 -10.00 12.10 653.66 6,471.25

300075.SZ

数字政通

2015-10-12 23.05 -10.00 26.82 280.00 6,454.00

300400.SZ

劲拓股份

2015-10-13 31.32 -9.06 34.80 200.00 6,264.00

002129.SZ

中环股份

2015-10-14 11.73 -5.02 12.35 530.00 6,216.90

600094.SH

大名城

2015-10-13 8.86 -3.06 9.47 700.00 6,202.00

000719.SZ

大地传媒

2015-10-16 20.50 0.54 20.50 300.00 6,150.00

600522.SH

中天科技

2015-10-15 18.75 -0.11 19.33 320.00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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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自由

流通市值

（亿元）

市盈率

PE

(TTM)

9月以来

涨跌幅

（%）

停牌日期

002027.SZ

七喜控股 计算机

41.59 1,599.80 137.72 2015-04-30

300191.SZ

潜能恒信 采掘

28.27 884.17 114.34 2015-07-08

300410.SZ

正业科技 电子

9.93 124.00 79.85 2015-07-08

300324.SZ

旋极信息 计算机

71.20 185.87 78.50 2015-08-26

000676.SZ

智度投资 机械设备

32.15 -62.55 77.45 2014-11-07

000005.SZ

世纪星源 房地产

75.65 209.79 76.36 2015-08-26

300062.SZ

中能电气 电气设备

11.12 115.42 70.96 2015-07-07

000502.SZ

绿景控股 房地产

30.99 -1,545.99 67.25 2015-02-27

600172.SH

黄河旋风 机械设备

70.45 63.50 61.76 2015-08-26

600180.SH

瑞茂通 交通运输

64.46 50.39 56.68 2015-08-26

300242.SZ

明家科技 电气设备

23.35 519.46 56.32 2015-08-26

600191.SH

华资实业 农林牧渔

39.60 60.71 54.54 2015-03-05

300438.SZ

鹏辉能源 电子

15.77 94.75 51.30 2015-07-09

600575.SH

皖江物流 交通运输

75.84 -8.02 50.37 2014-09-05

300170.SZ

汉得信息 计算机

108.16 84.07 46.71 2015-08-26

300352.SZ

北信源 计算机

48.90 142.67 42.15 2015-07-07

000426.SZ

兴业矿业 有色金属

34.98 173.79 42.09 2015-07-07

002474.SZ

榕基软件 计算机

61.35 2,038.70 41.03 2015-07-07

600095.SH

哈高科 房地产

36.02 2,175.60 40.43 2015-08-26

600806.SH

昆明机床 机械设备

26.97 -34.46 35.75 2015-03-02

002188.SZ

新嘉联 电子

39.19 -215.84 35.68 2015-08-26

002256.SZ

彩虹精化 化工

35.81 167.93 35.61 2015-08-26

002421.SZ

达实智能 计算机

55.52 80.08 35.29 2015-08-26

002207.SZ

准油股份 采掘

31.92 948.51 34.74 2015-07-06

300312.SZ

邦讯技术 通信

23.73 225.22 34.36 2015-07-07

002619.SZ

巨龙管业 建筑材料

18.49 174.24 33.94 2015-08-25

600478.SH

科力远 有色金属

94.20 -163.77 33.13 2015-08-26

300064.SZ

豫金刚石 机械设备

40.76 98.49 33.06 2015-07-06

300181.SZ

佐力药业 医药生物

34.53 55.85 32.55 2015-07-08

002596.SZ

海南瑞泽 建筑材料

28.72 -464.08 31.05 2015-08-26

600497.SH

驰宏锌锗 有色金属

89.25 134.53 30.51 2015-08-26

600687.SH

刚泰控股 有色金属

73.87 52.60 30.34 2015-08-26

002361.SZ

神剑股份 化工

27.22 62.06 29.93 2015-08-26

601996.SH

丰林集团 轻工制造

20.88 62.21 28.99 2015-08-26

603333.SH

明星电缆 电气设备

16.05 -92.36 26.73 2015-08-25

002079.SZ

苏州固锝 电子

35.03 183.90 25.93 2015-07-07

002694.SZ

顾地科技 建筑材料

18.35 8,800.48 24.43 2015-08-27

002436.SZ

兴森科技 电子

43.50 71.56 21.04 2015-07-06

000990.SZ

诚志股份 医药生物

40.27 120.52 21.00 2015-02-27

002316.SZ

键桥通讯 通信

32.25 252.26 21.00 2015-02-16

603010.SH

万盛股份 化工

14.19 57.52 19.01 2015-08-26

000587.SZ

金叶珠宝 轻工制造

90.35 88.49 18.11 2015-08-26

000693.SZ

华泽钴镍 有色金属

42.01 39.77 18.09 2015-08-25

603601.SH

再升科技 化工

10.22 132.66 16.26 2015-08-28

000536.SZ

华映科技 电子

33.37 80.40 14.95 2015-08-24

600719.SH

大连热电 公用事业

16.70 125.60 14.31 2015-03-25

002217.SZ

合力泰 电子

55.77 101.97 14.10 2015-07-31

002651.SZ

利君股份 机械设备

20.69 80.31 14.06 2015-07-07

002090.SZ

金智科技 电气设备

31.01 46.23 13.35 2015-07-06

600107.SH

美尔雅 纺织服装

46.69 -968.89 13.28 2015-08-27

600853.SH

龙建股份 建筑装饰

29.91 238.35 13.28 2015-08-05

002415.SZ

海康威视 计算机

432.64 27.67 12.38 2015-07-08

300278.SZ

华昌达 机械设备

40.90 137.51 10.76 2015-03-27

000712.SZ

锦龙股份 公用事业

107.18 25.87 10.02 2015-07-07

002057.SZ

中钢天源 有色金属

20.33 190.12 10.01 2015-02-17

600141.SH

兴发集团 化工

41.10 57.49 10.00 2015-08-28

300198.SZ

纳川股份 建筑材料

29.33 175.03 9.21 2015-08-21

002455.SZ

百川股份 化工

19.04 70.65 8.44 2015-07-07

002047.SZ

宝鹰股份 建筑装饰

67.26 40.47 8.34 2015-07-06

300216.SZ

千山药机 医药生物

128.69 118.94 8.29 2015-08-13

002399.SZ

海普瑞 医药生物

52.93 44.90 5.69 2015-07-06

600346.SH

大橡塑 机械设备

29.79 -22.34 4.95 2015-05-04

000590.SZ *ST

古汉 医药生物

30.79 -62.57 4.95 2015-07-24

600289.SH

亿阳信通 通信

71.04 87.62 4.81 2015-08-24

600209.SH

罗顿发展 建筑装饰

26.52 -505.58 4.70 2015-08-24

002111.SZ

威海广泰 机械设备

44.94 92.28 3.90 2015-07-21

000892.SZ *ST

星美 综合

35.88 -1,623.70 3.27 2015-04-16

002127.SZ

新民科技 化工

24.32 29.13 2.96 2015-04-29

002030.SZ

达安基因 医药生物

193.28 194.29 2.85 2015-07-17

603077.SH

和邦生物 化工

57.69 157.14 2.07 2015-08-24

600856.SH

长百集团 公用事业

41.98 171.06 1.53 2015-07-27

300427.SZ

红相电力 电气设备

14.50 96.18 1.46 2015-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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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以来196只复牌股冰火两重天

□本报记者 张怡

今年以来，A股市场行情经

历了大起大落， 让人喜悲交加。

近期行情逐步企稳，但复牌股大

起大落的巨大分化引人瞩目。 据

Wind数据， 自9月1日以来沪深

两市A股中共有196只个股复

牌，但是部分牛股恢复交易后股

价翻倍，而价格腰斩的也大有股

在。实际上，由于6、7月份市场出

现了罕见的大幅波动，当前复牌

股涨跌幅的巨大差异与其停牌

时间密切相关，同时还与其所涉

及的题材、复牌发布的利好是否

“给力” 密切相关。 当前还有不

少个股处于停牌状态，复牌冰火

两重天的状况料延续。

复牌股市场表现差异大

同样是停牌后复牌，但个股

的表现却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巨

大分化特征。

据Wind数据，9月以来196

只个股复牌，其中有74只个股自

9月以来累计实现上涨， 而多达

122只个股则累计下跌。 具体来

看，七喜控股和潜能恒信分别自

9 月 初 以 来 上 涨 137.72% 和

114.34%，遥遥领先于其他个股；

随后是正亚科技、 旋极信息、智

度投资、世纪星源和中能电气，9

月以来上涨超过70%；此外还有

绿景控股、 黄河旋风等7只个股

涨幅也超过了五成。

与此同时，深康佳A、云南铜

业和新能泰山则股价分别下跌

了55.87%、54.33%和51.32%。 方

大化工、洪涛股份、美达股份和

威创股份等在内的15只个股9月

以来下跌超过了40%。

国庆节后尽管股市连续强

势上涨，但这种复牌股的分化特

征却依旧十分明显。 沪深两市A

股中共有63只个股复牌，其中有

37只个股上涨，其余26只个股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具体来

看， 智度投资节后涨幅最高，节

后连续实现7个一字涨停板，涨

幅累计达到了77.45%，遥遥领先

于其他个股；而中技控股却连续

5个一字跌停。

停牌时间“定调” 股价走向

从行业统计来看，这些个股

并无明显的行业属性，且与个股

本身估值、流通盘的大小关系不

大， 而决定这些个股复牌走势

的，更多与停牌时间、停牌时股

价的表现以及复牌之后发布的

公告密切相关。 以下按照停牌时

间分四类个股来看。

第一类个股是停牌时间较

早，抑或是停牌前未现大涨。 例如

七喜控股， 其停牌于今年4月30

日，且从股价走势图来看，停牌前

公司股价并未跟随市场出现大幅

明显上涨，因而复牌之后伴随着分

众传媒借壳的传闻而涨势十足。又

如智度投资， 其停牌于2014年11

月10日， 市场后期连续大涨均未

赶上，但也保障了公司股价的稳定

与安全。公司股价直到国庆节后才

复牌， 并宣布转型移动互联网行

业， 股价在补涨与互联网“顺风

车”的双重推动下连续涨停。

第二类个股是停牌于 “谷

底” 。例如潜能恒信，其停牌于今

年7月8日，也就是快速下跌的第

一个市场“底” ，直到9月30日才

宣布复牌，而且推出了募资投向

油气勘探的定增预案。 由于公司

本身股价处于谷底处， 而9月下

旬之后市场回暖迹象显现，国庆

节后更是强势初现，因而公司股

价补涨动力十足。 此外，北信源

也属于此类个股。

第三类个股则危险性最高，

即停牌在本轮行情相对高位，其

补跌动力也十分充足。 例如停牌

于6月12日本轮行情最顶部的深

康佳A， 在9月11日复牌之后连

续7个一字跌停板， 随后股价缩

水近六成之后才止跌企稳。 其他

跌幅较大的个股也大多如此，特

别是停牌已久却重组失败者，更

是机构撤离的“重灾区” ，如中

源协和， 在停牌5个月之后给了

投资者重重一击。

此外，还有一类个股表现十

分温和，如坚瑞消防、上海梅林

等， 这类个股大多停牌于7月之

后， 市场整体底部震荡整理，增

量资金谨慎，因而股价复牌之后

也鲜少有异于大盘的特殊表现。

由此，投资者可以根据个股

停牌的时间来大致判断个股复

牌后的表现。 鉴于当前市场正逐

步重拾强势格局，只要个股质地

本身不差， 复牌后又伴随着利

好，那么短暂补跌之后有望随着

市场逐步企稳回暖。

9月以来复牌股行业分布

9月以来196只复牌股冰火两重天

□本报记者 张怡

今年以来，A股市场行情经

历了大起大落， 让人喜悲交加。

近期行情逐步企稳，但复牌股大

起大落的巨大分化引人瞩目。 据

Wind数据， 自9月1日以来沪深

两市A股中共有196只个股复

牌，但是部分牛股恢复交易后股

价翻倍，而价格腰斩的也大有股

在。实际上，由于6、7月份市场出

现了罕见的大幅波动，当前复牌

股涨跌幅的巨大差异与其停牌

时间密切相关，同时还与其所涉

及的题材、复牌发布的利好是否

“给力” 密切相关。 当前还有不

少个股处于停牌状态，复牌冰火

两重天的状况料延续。

复牌股市场表现差异大

同样是停牌后复牌，但个股

的表现却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巨

大分化特征。

据Wind数据，9月以来196

只个股复牌，其中有74只个股自

9月以来累计实现上涨， 而多达

122只个股则累计下跌。 具体来

看，七喜控股和潜能恒信分别自

9 月 初 以 来 上 涨 137.72% 和

114.34%，遥遥领先于其他个股；

随后是正亚科技、 旋极信息、智

度投资、世纪星源和中能电气，9

月以来上涨超过70%；此外还有

绿景控股、 黄河旋风等7只个股

涨幅也超过了五成。

与此同时，深康佳A、云南铜

业和新能泰山则股价分别下跌

了55.87%、54.33%和51.32%。 方

大化工、洪涛股份、美达股份和

威创股份等在内的15只个股9月

以来下跌超过了40%。

国庆节后尽管股市连续强

势上涨，但这种复牌股的分化特

征却依旧十分明显。 沪深两市A

股中共有63只个股复牌，其中有

37只个股上涨，其余26只个股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具体来

看， 智度投资节后涨幅最高，节

后连续实现7个一字涨停板，涨

幅累计达到了77.45%，遥遥领先

于其他个股；而中技控股却连续

5个一字跌停。

停牌时间“定调” 股价走向

从行业统计来看，这些个股

并无明显的行业属性，且与个股

本身估值、流通盘的大小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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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幅较大的个股也大多如此，特

别是停牌已久却重组失败者，更

是机构撤离的“重灾区” ，如中

源协和， 在停牌5个月之后给了

投资者重重一击。

此外，还有一类个股表现十

分温和，如坚瑞消防、上海梅林

等， 这类个股大多停牌于7月之

后， 市场整体底部震荡整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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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投资者可以根据个股

停牌的时间来大致判断个股复

牌后的表现。 鉴于当前市场正逐

步重拾强势格局，只要个股质地

本身不差， 复牌后又伴随着利

好，那么短暂补跌之后有望随着

市场逐步企稳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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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牌的时间来大致判断个股复

牌后的表现。 鉴于当前市场正逐

步重拾强势格局，只要个股质地

本身不差， 复牌后又伴随着利

好，那么短暂补跌之后有望随着

市场逐步企稳回暖。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自由流

通市值

（亿元）

市盈率PE

(TTM)

9月以来

涨跌幅

（%）

停牌日期

000016.SZ

深康佳

A

家用电器

71.45 -55.36 -55.87 2015-06-11

000878.SZ

云南铜业 有色金属

89.30 211.35 -54.33 2015-06-05

000720.SZ

新能泰山 公用事业

58.24 67.34 -51.32 2015-06-11

000818.SZ

方大化工 化工

29.75 49.71 -49.33 2015-06-05

002325.SZ

洪涛股份 建筑装饰

79.10 42.93 -48.35 2015-06-02

000782.SZ

美达股份 化工

48.56 -82.41 -46.88 2015-06-05

002308.SZ

威创股份 计算机

65.61 164.03 -45.75 2015-06-11

603898.SH

好莱客 轻工制造

18.43 49.83 -45.30 2015-06-12

600408.SH *ST

安泰 采掘

23.22 -4.74 -45.29 2015-04-23

300089.SZ

文化长城 轻工制造

18.09 379.87 -43.69 2015-04-14

000650.SZ

仁和药业 医药生物

82.36 36.00 -42.22 2015-06-11

002367.SZ

康力电梯 机械设备

58.57 27.19 -41.91 2015-06-01

000778.SZ

新兴铸管 钢铁

150.34 40.70 -41.49 2015-06-12

000697.SZ

炼石有色 有色金属

78.59 133.88 -41.41 2015-05-15

600212.SH

江泉实业 综合

36.74 -15.67 -41.34 2015-05-22

002214.SZ

大立科技 电子

38.31 109.63 -41.34 2015-06-12

600075.SH

新疆天业 化工

23.44 122.94 -41.13 2015-06-03

600634.SH

中技控股 综合

87.74 98.88 -40.93 2015-06-05

300161.SZ

华中数控 机械设备

28.39 -161.66 -39.79 2015-05-21

300310.SZ

宜通世纪 通信

32.38 120.01 -39.67 2015-06-15

300316.SZ

晶盛机电 电气设备

50.73 176.78 -38.96 2015-06-23

002069.SZ

獐子岛 农林牧渔

29.69 -6.96 -38.82 2015-05-29

002110.SZ

三钢闽光 钢铁

9.98 -16.53 -37.57 2015-04-01

002586.SZ

围海股份 建筑装饰

29.32 65.42 -36.95 2015-04-30

600202.SH

哈空调 电气设备

30.09 163.28 -36.84 2015-06-12

300190.SZ

维尔利 公用事业

31.43 64.44 -36.75 2015-05-22

600355.SH

精伦电子 通信

26.07 -72.41 -36.75 2015-06-26

600886.SH

国投电力 公用事业

310.75 10.59 -36.72 2015-06-23

300287.SZ

飞利信 计算机

95.11 181.17 -36.71 2015-06-01

300048.SZ

合康变频 电气设备

25.92 91.21 -36.31 2015-05-29

600609.SH

金杯汽车 汽车

29.70 -36.46 -35.88 2015-04-14

002272.SZ

川润股份 机械设备

18.73 294.94 -35.80 2015-04-17

002527.SZ

新时达 电气设备

54.34 56.40 -35.54 2015-06-12

002410.SZ

广联达 计算机

94.07 47.91 -34.93 2015-07-21

002353.SZ

杰瑞股份 机械设备

131.18 42.12 -34.88 2015-05-26

000959.SZ

首钢股份 钢铁

43.63 -124.76 -34.85 2015-04-22

600689.SH

上海三毛 纺织服装

9.94 31.38 -34.65 2015-03-31

002553.SZ

南方轴承 汽车

20.49 60.71 -34.51 2015-05-22

000150.SZ

宜华健康 医药生物

57.72 643.68 -34.38 2015-04-14

000665.SZ

湖北广电 传媒

25.24 32.85 -33.86 2015-05-22

600186.SH

莲花味精 食品饮料

59.44 -17.71 -33.84 2015-05-19

002414.SZ

高德红外 电子

47.30 250.97 -33.56 2015-05-12

002589.SZ

瑞康医药 医药生物

67.46 93.58 -33.48 2015-05-20

000672.SZ

上峰水泥 建筑材料

16.67 29.87 -32.92 2015-06-02

002248.SZ

华东数控 机械设备

18.64 -6,801.13 -32.63 2015-04-14

300411.SZ

金盾股份 机械设备

14.48 132.60 -32.56 2015-06-05

600645.SH

中源协和 医药生物

139.22 67.97 -32.38 2015-04-24

300184.SZ

力源信息 电子

32.16 229.13 -32.34 2015-06-05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强势延续 计算机行业周涨

11.49%

国庆节后，计算机行业王者

归来，节后两日就上涨了8.23%。

上周则再接再厉， 上涨11.49%，

在申万一级行业涨幅榜中与国

防军工行业并列第一。

上周正常交易的132只板块

成分股中， 有131只实现上涨，仅

达华智能一只下跌。 其中，同花顺

涨幅遥遥领先，一周上涨61.07%，

上海普天、 创意信息和恒生电子

涨幅超过了40%，大智慧、南天信

息和同有科技也涨逾30%。

计算机行业的强势与消息面

的诸多利好提振密切相关。9月下

旬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

战略咨询委员会9月29日正式发

布《〈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

技术路线图(2015版)》，明确了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十大领域的

发展方向和目标；此外，首届中国

（北京）国际“互联网+” 金融博

览会将于12月10日至13日在北

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

公司层面的利好公告也对行业整

体形成提振， 如表现强势的同花

顺日前表示公司抓住了互联网金

融服务业蓬勃发展机遇， 销售首

款同比大增， 前三季度净利润同

比增长18-23倍。

计算机行业前期经过连续

回调后不少个股布局价值凸显，

而且符合国家经济转型方向，备

受产业资本青睐， 从月线上来

看， 经过连续三个月的下跌和9

月的止跌企稳后，10月计算机行

业开始扬眉吐气，不过月线上也

面临着5月和10月均线的压制。

预计短线强势格局下，计算机行

业个股弹性较大， 仍将反复表

现。（张怡）

脱底成功 强度递增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收高，沪指全

周涨幅达6.56%， 这也是沪指探

底以来首次中阳报收。 上周市场

反弹可以确认为脱底成功，无论

从场内热点及量能配合来看，反

弹强度都较前期明显增强。不过

考虑到当前市场环境因素影响

未变，此轮反弹仍以技术反弹特

征为主，预计本周沪指围绕中期

五十日均线仍有反复。 操作上，

仍在半仓之下进行低仓位控制。

十月以来，伴随A股市场温

和攀升的反弹行情，两市融资融

券余额连续呈现递增姿态，前期

市场底部调整周期的充沛，以及

节后消息面推动主题品种重现

活跃格局，更便于当下市场反弹

契机的铺开。因而上周成交量水

平呈现温和放大状态，沪市日均

成交维持3845.28亿元， 这与节

前沪市2500亿元左右的地量常

态形成鲜明对比。 投资者信心逐

步恢复，量能同比增加，无疑对

于市场打开中期反弹较为有利。

盘面观察，引领市场技术反

弹主线清晰，季报预增个股与题

材股交织表现，这使得成长股成

为主导两市升势的主要力量。而

沪指日K线显示，股指沿五日均

线稳步攀升过程中，量能呈现小

幅放大趋势，周五反弹坚定收复

中期50日均线，标志沪指弱转强

格局基本成立，但沪指前期下跳

缺口3490-3388点的压制作用

不容忽视，毕竟当前市场处于反

弹节奏缓慢，热点循环无序的状

态。 周K线方面，沪指收复十周

均线， 对股指重心上行带来拉

动。 本周沪指有望惯性上冲，如

能量价配合收复前期下跳缺口

压制，则中期反弹有望进一步确

立。 操作策略方面，半仓之下的

试探性买入，更应结合强势突破

潜力，且三季报预增的低价绩优

为主。

周涨6.54%�沪综指剑指

3400

点

上周沪综指震荡盘升，突破

前期箱体上沿， 逼近3400点，量

能显著放大，并创下近19周最大

周涨幅。

上周一， 沪综指大幅拉升，

收出百点长阳， 盘中一度冲击

3300点；周二和周三横盘震荡蓄

势，令3300点承压；周四再度上

行，成功突破3300点；周五放量

反弹，收报3391.35点。 上周周涨

幅达到6.54%，这也是6月上旬以

来近19周的最大周涨幅。

沪综指的强势突破以及量能

的显著放大，反映出做多动能开始

从成长股蔓延至蓝筹股，中线资金

进场信号隐现，行情正在向纵深推

进。随着投资者情绪的回暖和做多

人气的提升，无风险利率下行营造

的良好投资氛围被市场正视，一系

列产业扶持政策引爆主题投资热

情。 此外，月线四连阴提升了10月

反弹概率、资金年末排名以及四季

度“吃饭行情”预期更提升了市场

风险偏好。 在此背景下，预计后市

大盘有望震荡向上。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

3400点上方压力较大，套牢盘密

集，且3373点不排除回踩确认突

破的可能，因此短期或展开震荡

回调。 从增量资金规模来看，去

杠杆后增量资金短期难以重回

上半年高位，这也意味着市场不

会再现疯牛行情。 目前市场信心

有所恢复，但两次连续大跌后投

资者心态趋于理性，获利回吐意

愿仍然存在，这也将加剧大涨之

后的回调压力。

总体来看， 市场积极因素开

始增多， 反弹行情将在波动中前

行。后市不排除大盘震荡回调的可

能，但回调则是布局良机。（李波）

预期强烈 核能核电概念周涨

18.38%

国庆节后， 伴随着市场不断

走强， 场内题材热点也迅速升温，

在中英两国核电合作预期显著升

温的大背景下，核能核电概念强势

崛起，一周上涨18.38%。 上周正常

交易的22只指数成分股均实现上

涨， 科新机电涨幅最大，为

61.01%。 沃尔核材、海陆重工、兰

石重装等8只股票涨幅超过20%，

共有20只股票涨幅超过10%，仅永

兴特钢和佳电股份涨幅低于10%，

具体涨幅分别为9.56%和8.30%。

消息面上， 据英国卫报报

道，中英首个核电项目有望于近

期正式签约。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

化部已与法国EDF能源已达成

一致， 将兴建预算高达250亿英

镑的欣克利角C核电站，项目2/3

的先期投资将来自中国。

目前世界有三十个国家拥有

在运营核电机组，另据国际原子能

机构调查，大部分无核电国家和少

核电国家均表现出对进一步发展

核电的强烈意愿。 世界核能协会

（WNA）对2030年前核电建造空

间 做 出 了 测 算 ， 预 计 在

2015-2030年间， 悲观情形下全

球将新开工224座核电机组，乐观

情形下则为972座。 另据《中国能

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

究》 及业内普遍估计的核电建设

进程，2015-2030年间我国将开

工约101座核电机组，即国际市场

核电机组空间约为113座-871座。

分析人士指出， 近年来中英

两国在贸易投资上大幅增加，而此

次有望与英国正式签约中国核电

项目，核电有望成为中国高铁后的

又一高科技出口标志，短期有望激

发核电概念股的炒作热情，该概念

料将表现活跃。（徐伟平）

强势领跑 创业板指周涨

10.48%

上周创业板指数火力全开，

震荡上行。 在突破前期箱体后，

顺利回补8月24日跳空缺口，并

站稳60日均线，收复2400点。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大涨4.52%，

站上2300点；周二延续升势，冲击60

日均线； 周三震荡回调， 但仍险守

2300点；周四再掀升势，大涨4.32%，

攻克2400点； 周五强势震荡， 上涨

1.85%，收报2449.03点。由此，创业板

指数上周周涨幅达到10.48%。

个股方面，同花顺、科新机

电和潜能恒信上周累计涨幅超

过60%， 科泰电源涨逾50%，新

宁物流和创意信息涨幅超过

40%；相比之下，通源石油、炬华

科技和东土科技上周复牌后连

续跌停，周跌幅超过30%。

目前创业板指数已经回升至

第二轮连续大跌之前的水平。一方

面，短期快涨迅速激活市场做多人

气，修复信心，以创业板为代表的

成长股盛宴激情重燃，主题投资形

成正向反馈。 而另一方面，随着创

业板指数回到上一个整理平台，解

套盘和技术面压力随之加剧，在持

续上涨后，不排除后市出现震荡调

整的可能。 不过，四季度受益于财

政货币“双松” 、“十三五”规划升

温、年底排名压力、吃饭行情预期，

市场整体趋势震荡向上。在此背景

下，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小盘成长股

仍将凭借主题炒作、良好的弹性以

及资金偏好成为市场主角。

另外，随着创业板整体估值水

平的回升， 后市个股分化将加剧，

盈利预期向好、受益改革红利的优

质品种有望进一步向上拓展反弹

空间。 分析人士建议不盲目追高，

围绕“十三五”规划和三季报业绩

精选优质品种，逢低加仓。（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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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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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抢”行情进行中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强劲反弹，周

涨幅创7月份大调整以来新高，

同时成交量持续放大，市场信心

明显修复。从目前看，“秋抢” 行

情正在途中， 短线仍可持续，但

上档缺口补尽后，3500点附近有

较强阻力，成功抄底的投资者应

注意了结套现。

上周大盘的上涨确立了技

术反弹的格局，毕竟此前上证指

数月K线四连阴， 平了近十年月

K线连阴线的最高纪录，10月份

收阳线是大概率事件。 同时，上

周成交量的持续放大表明存量

资金被有效激发，看涨意愿转化

为做多行动，而成交量的放大又

进一步强化了短线反弹的趋势。

因此短线反弹仍在途中，后市有

继续向上的机会。

不过，投资者对本轮反弹的

性质和高度也不宜过于乐观，因

为从本质看， 这波反弹是前期大

调整后的技术性反弹， 属于指标

的被动矫正和修复， 其内生性上

涨动力有限。 同时反弹以存量资

金博弈为主， 融资余额的增加以

及银证转账的资金流入规模较

小，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增量资金

已经或正在大规模流入。 在以存

量资金博弈的格局下， 参考历史

数据，上周五两市近1万亿元的成

交量已非常接近天量水平， 而天

量天价将预示反弹见顶。此外，随

着指数的上升， 大量个股短线涨

幅已经超过40%甚至50%， 导致

目前选股已经非常困难， 即便勉

强选中也只能以超短线心态应

对，这是反弹中后期的信号。从技

术看， 上周五上证指数收盘已经

切入8月24日的3388-3490点跳

空缺口， 而3373点作为7月第一

波下跌的谷底也被踩在脚下。 另

外，目前上证指数年线在3506点

附近，具有强大反压。因此后市在

震荡冲高弥补3490点缺口及接

近年线位3500点附近时，出现回

调的可能性较大。

总体来看，短线反弹以“短

频快” 的节奏展开，投资者操作

宜早不宜迟，坚持快速、果断、见

好就收，本周后期在3500点附近

或可逢高派发，将反弹收益落袋

为安。

反弹行情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国庆长假后，A股持续走

强， 沪指突破9月份整理平台站

上3300点，深成指也重回各条短

期均线上方并逼近60日线，两市

均创出8月末企稳以来新高。 同

时中小板、 创业板亦同步走高，

尤其创业板领涨两市，成为资金

主要做多对象。 尽管近段时间以

来沪深两市已积累了一定的涨

幅， 但结合市场逻辑及环境分

析，A股仍有进一步上行的空

间，两市自国庆节后展开的反弹

行情仍将延续。

当前A股的反弹主要缘于

资金宽松背景下投资者风向偏

好的回升， 这一格局短期料延

续。 国庆节后，美联储加息时间

点后延、人民兑对美元汇率趋于

稳定、国内更多稳增长政策出台

等使得市场担忧情绪显著缓解，

悲观情绪的改善导致投资者风

险偏好回升，加上偏宽松的资金

环境，沪深两市最终迎来上涨行

情。未来一段时间这一格局有望

得到维持， 而对于A股而言，清

晰且可验证的逻辑显然将对市

场形成有力支撑，其将增强投资

者持股信心，使得指数的上行具

备较强的持续性。

从市场环境看，近期公布的

物价数据及新增贷款数据将进

一步强化市场货币宽松预期，且

有助于减轻各方对国内实体经

济的担忧心理，同样利于沪深两

市进一步向上运行。 CPI的低位

运行及PPI的持续下滑为央行进

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

人民币新增贷款的放量则预示

着金融对实体的支持力度开始

显现，未来国内经济增速持续下

滑的局面料将逐步得到改善。货

币宽松预期的强化以及实体经

济层面出现的积极信号无疑均

将对资本市场产生积极影响，利

于沪深两市反弹行情的延续。

■ 券商论道

本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空

本周区间 3350-3500点

本周热点 小盘题材股

本周焦点 缺口能否补尽、3500点年线阻力

本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本周区间 3300-3500点

本周热点 互联网金融

本周焦点 创业板

本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3300-3500点

本周热点 国企改革、核电、新能源汽车

本周焦点 宏观数据、债市表现

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

头条配表券商论道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