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380-3580

点

下周热点 医疗等题材性板块

下周焦点 政策

、

成交量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300-3500

点

下周热点 国企改革

、

健康中国

、

优质成长

下周焦点 上市公司三季报

下周趋势 看空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300-3500

点

下周热点 污水处理

下周焦点 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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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70.SZ

安控科技

2015-10-26 280.14 12,633.68 11,674.1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91.SH *ST

阳化

2015-10-26 56,494.70 175,639.09 39.6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97.SZ

新大陆

2015-10-26 699.55 92,142.08 1,518.5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697.SH

欧亚集团

2015-10-27 393.21 15,908.81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665.SZ

湖北广电

2015-10-28 2,138.46 21,134.50 42,487.2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496.SH

精工钢构

2015-10-28 22,000.00 151,044.52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37.SZ

美晨科技

2015-10-28 4,761.90 33,439.90 31,731.8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54.SZ

鼎龙股份

2015-10-29 435.00 29,907.55 14,282.8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851.SZ

高鸿股份

2015-10-29 289.49 48,781.13 10,355.3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406.SZ

九强生物

2015-10-30 8,272.39 13,158.39 11,825.3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57.SZ

我武生物

2015-10-30 43.20 6,972.17 9,187.8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03.SZ

地尔汉宇

2015-10-30 3,797.50 7,197.50 6,202.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05.SZ

科隆精化

2015-10-30 1,655.62 3,355.62 3,444.3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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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68.SH

梅雁吉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20 1,748,991.60 29.75 115.25

601918.SH

国投新集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5 1,019,033.82 26.01 33.83

002024.SZ

苏宁云商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20 1,017,943.81 10.03 13.10

000930.SZ

中粮生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5 914,741.49 26.84 60.40

002230.SZ

科大讯飞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20 902,663.26 20.67 26.57

002183.SZ

怡亚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23 894,482.58 -6.15 18.16

600634.SH

中技控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21 886,774.46 21.16 97.05

002491.SZ

通鼎互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20 729,070.97 22.14 42.38

600868.SH

梅雁吉祥 换手率达

20% 2015-10-21 722,063.23 7.23 47.46

600868.SH

梅雁吉祥 换手率达

20% 2015-10-22 616,219.03 9.99 38.41

600630.SH

龙头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5 579,159.41 33.08 53.23

600634.SH

中技控股 振幅值达

15% 2015-10-19 530,519.75 5.62 63.74

600634.SH

中技控股 换手率达

20% 2015-10-19 530,519.75 5.62 63.74

300033.SZ

同花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5 505,863.06 33.10 28.68

000559.SZ

万向钱潮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19 493,627.68 9.98 9.45

002095.SZ

生意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9 473,319.01 23.32 26.48

600624.SH

复旦复华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9 468,347.96 19.49 62.97

002276.SZ

万马股份 振幅值达

15% 2015-10-19 449,492.53 8.85 18.15

300431.SZ

暴风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6 445,555.08 33.10 84.03

000410.SZ

沈阳机床 换手率达

20% 2015-10-23 395,603.24 5.86 21.29

601258.SH

庞大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5 393,684.31 25.75 15.33

600728.SH

佳都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20 382,594.91 21.76 31.24

002702.SZ

海欣食品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6 370,690.26 33.12 124.40

000025.SZ

特力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20 366,856.71 21.00 31.15

000151.SZ

中成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5 359,311.53 33.15 50.53

600634.SH

中技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20 357,142.25 -7.98 41.07

600634.SH

中技控股 换手率达

20% 2015-10-20 357,142.25 -7.98 41.07

000410.SZ

沈阳机床 换手率达

20% 2015-10-22 349,938.64 10.00 20.16

600680.SH

上海普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21 334,799.57 19.99 26.93

000009.SZ

中国宝安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23 333,924.09 10.01 15.02

300380.SZ

安硕信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20 325,133.02 22.94 89.49

000712.SZ

锦龙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16 314,878.77 25.84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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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2.SZ

万科

A 2015-10-20 14.50 7.17 13.55 12,707.45 184,258.10

000002.SZ

万科

A 2015-10-19 14.50 6.23 13.53 2,258.10 32,742.45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10-21 33.17 0.79 32.85 518.00 17,182.06

000002.SZ

万科

A 2015-10-19 13.65 0.00 13.53 1,200.00 16,380.00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5-10-21 42.60 1.19 42.60 360.00 15,336.00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5-10-22 42.41 -0.45 42.41 353.60 14,996.34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5-10-23 4.28 -1.38 4.57 3,500.00 14,980.00

600485.SH

信威集团

2015-10-19 20.63 -9.99 22.33 601.41 12,407.07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10-23 4.06 -2.64 4.14 3,000.00 12,180.00

300297.SZ

蓝盾股份

2015-10-19 14.13 -10.00 15.17 855.80 12,092.45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10-21 33.17 0.79 32.85 319.00 10,581.23

600252.SH

中恒集团

2015-10-23 6.04 0.00 6.64 1,650.00 9,966.00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5-10-20 4.54 -2.58 4.68 2,000.00 9,080.00

000788.SZ

北大医药

2015-10-21 11.81 0.00 11.78 616.89 7,285.47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0-20 31.35 -6.92 33.00 230.00 7,210.50

600522.SH

中天科技

2015-10-20 18.83 0.43 19.41 350.00 6,590.5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0-22 28.55 -3.87 30.05 230.00 6,566.50

002281.SZ

光迅科技

2015-10-20 42.32 0.28 44.55 150.00 6,348.00

000788.SZ

北大医药

2015-10-20 11.40 -0.18 11.81 500.00 5,700.00

300006.SZ

莱美药业

2015-10-19 28.50 -5.03 29.95 200.00 5,700.00

600522.SH

中天科技

2015-10-22 18.61 1.20 19.29 300.60 5,594.17

002221.SZ

东华能源

2015-10-20 26.99 -1.14 27.77 200.00 5,398.00

300401.SZ

花园生物

2015-10-20 17.54 -10.01 20.24 300.00 5,262.00

002292.SZ

奥飞动漫

2015-10-19 31.16 -2.29 32.29 160.00 4,985.60

002217.SZ

合力泰

2015-10-22 15.58 -4.12 16.40 320.00 4,985.60

000719.SZ

大地传媒

2015-10-22 19.48 3.51 19.48 245.53 4,782.91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5-10-19 4.52 -5.64 4.66 1,000.00 4,520.00

600485.SH

信威集团

2015-10-23 22.30 -1.06 23.97 200.00 4,460.00

600485.SH

信威集团

2015-10-19 22.00 -4.01 22.33 200.00 4,400.00

000150.SZ

宜华健康

2015-10-20 33.40 0.00 34.81 130.94 4,373.40

600804.SH

鹏博士

2015-10-21 28.30 9.86 23.51 145.00 4,103.50

300015.SZ

爱尔眼科

2015-10-21 31.01 0.00 29.82 125.97 3,906.33

中小板三季度预告业绩增速居前的股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预告净利润

变动幅度

(%)[报告

期]�今年三

季[单位]�%

10月以来累

计涨幅[单

位]�%

所属申万行

业名称[行

业级别]�一

级行业

业绩预告类

型[报告期]�

今年三季

300063.SZ

天龙集团

9,343.8600 3.1549

化工 预增

300256.SZ

星星科技

4,447.6800 27.0883

电子 预增

300324.SZ

旋极信息

3,648.7800 41.4687

计算机 预增

300223.SZ

北京君正

3,432.6187 27.3330

电子 扭亏

300059.SZ

东方财富

2,326.3300 48.5548

传媒 预增

300033.SZ

同花顺

2,300.0000 101.8729

计算机 预增

300345.SZ

红宇新材

1,798.8800 15.4808

机械设备 预增

300032.SZ

金龙机电

1,681.5600 9.4865

电子 预增

300173.SZ

智慧松德

1,190.0000 47.5629

机械设备 预增

300077.SZ

国民技术

1,150.4800 38.1154

电子 预增

300085.SZ

银之杰

1,114.1300 31.7466

计算机 预增

300242.SZ

明家科技

975.1581 26.7839

电气设备 预增

300422.SZ

博世科

700.0000 33.4138

公用事业 预增

300282.SZ

汇冠股份

695.0000 25.6091

电子 预增

300116.SZ

坚瑞消防

612.3293 9.2287

机械设备 扭亏

300208.SZ

恒顺众昇

577.0000 16.9412

电气设备 预增

300118.SZ

东方日升

535.9000 26.0314

电气设备 预增

300297.SZ

蓝盾股份

490.0000 37.5358

计算机 预增

300426.SZ

唐德影视

408.0400 42.6702

传媒 预增

300292.SZ

吴通控股

300.2900 17.0359

通信 预增

300138.SZ

晨光生物

290.5200 24.3851

农林牧渔 预增

300353.SZ

东土科技

265.0000 -29.7716

通信 预增

300108.SZ

双龙股份

264.8500 0.0000

化工 预增

300036.SZ

超图软件

259.1041 23.4158

计算机 扭亏

300091.SZ

金通灵

249.8000 27.9723

机械设备 预增

300278.SZ

华昌达

245.0000 1.6219

机械设备 预增

300450.SZ

先导股份

245.0000 20.3346

机械设备 预增

300073.SZ

当升科技

240.7200 30.4000

化工 预增

300291.SZ

华录百纳

235.0000 31.3825

传媒 预增

300299.SZ

富春通信

224.1100 33.0686

通信 预增

300150.SZ

世纪瑞尔

221.7000 0.0000

计算机 预增

300182.SZ

捷成股份

210.0000 15.0310

计算机 预增

300326.SZ

凯利泰

200.0000 0.0000

医药生物 预增

300302.SZ

同有科技

200.0000 46.6314

计算机 预增

300136.SZ

信维通信

195.4800 2.2326

电子 预增

300006.SZ

莱美药业

190.0979 26.5131

医药生物 扭亏

300065.SZ

海兰信

190.0000 20.9648

计算机 预增

300050.SZ

世纪鼎利

180.0000 39.3194

通信 预增

300317.SZ

珈伟股份

175.0700 0.0000

电子 预增

300379.SZ

东方通

173.0000 18.6299

计算机 预增

300237.SZ

美晨科技

170.7000 25.7848

汽车 预增

300307.SZ

慈星股份

166.1914 25.4386

机械设备 扭亏

300343.SZ

联创股份

160.0000 0.0000

化工 预增

300207.SZ

欣旺达

160.0000 5.9247

电子 预增

300111.SZ

向日葵

152.1264 15.2381

电气设备 扭亏

300053.SZ

欧比特

149.7200 20.9732

电子 预增

300232.SZ

洲明科技

147.0000 35.7561

电子 预增

300143.SZ

星河生物

138.9500 15.1569

农林牧渔 扭亏

300101.SZ

振芯科技

132.4800 24.3779

国防军工 预增

300267.SZ

尔康制药

132.0000 14.9055

医药生物 预增

创业板三季度预告业绩增速居前的股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预告净利润

变动幅度

(%)[报告

期]�今年三

季[单位]�%

10月以来累

计涨幅[单

位]�%

所属申万行

业名称[行

业级别]�一

级行业

业绩预告类

型[报告期]�

今年三季

002714.SZ

牧原股份

11,013.5800 16.4719

农林牧渔 预增

002555.SZ

顺荣三七

10,720.5900 15.1616

传媒 预增

002099.SZ

海翔药业

6,050.0600 17.7841

医药生物 预增

002102.SZ

冠福股份

5,055.9700 0.0000

商业贸易 预增

002321.SZ

华英农业

3,338.4900 19.9755

农林牧渔 预增

002239.SZ

奥特佳

1,583.8300 0.0000

纺织服装 预增

002639.SZ

雪人股份

1,237.5700 0.0000

机械设备 预增

002504.SZ

弘高创意

1,102.8181 29.0046

建筑装饰 扭亏

002407.SZ

多氟多

1,078.2842 22.1067

化工 扭亏

002036.SZ

汉麻产业

1,065.0000 17.2952

纺织服装 预增

002523.SZ

天桥起重

1,000.0000 14.9856

机械设备 预增

002619.SZ

巨龙管业

970.0000 35.9435

建筑材料 预增

002617.SZ

露笑科技

874.0900 13.3877

电气设备 预增

002526.SZ

山东矿机

792.3000 22.9508

机械设备 续盈

002190.SZ

成飞集成

780.0000 18.3831

国防军工 预增

002624.SZ

完美环球

778.0000 0.0000

传媒 预增

002684.SZ

猛狮科技

758.4636 54.0495

汽车 扭亏

002640.SZ

跨境通

730.0000 59.0390

传媒 预增

002168.SZ

深圳惠程

682.1353 22.1968

电气设备 扭亏

002195.SZ

二三四五

675.0000 29.4186

计算机 预增

002356.SZ

浩宁达

563.1800 27.6678

电气设备 预增

002316.SZ

键桥通讯

548.0000 75.0909

通信 预增

002034.SZ

美欣达

525.5300 27.9049

纺织服装 预增

002053.SZ

云南盐化

518.6900 46.5289

化工 预增

002103.SZ

广博股份

470.0000 0.0000

轻工制造 预增

002130.SZ

沃尔核材

470.0000 27.5278

有色金属 预增

002418.SZ

康盛股份

459.5023 0.0000

家用电器 扭亏

002594.SZ

比亚迪

434.8300 4.4659

汽车 预增

002439.SZ

启明星辰

382.0572 26.2846

计算机 扭亏

002493.SZ

荣盛石化

381.0000 46.3873

化工 预增

002235.SZ

安妮股份

380.0000 0.0000

轻工制造 预增

002374.SZ

丽鹏股份

364.8800 24.4726

轻工制造 预增

002160.SZ

常铝股份

360.3000 44.4025

有色金属 预增

002425.SZ

凯撒股份

355.0000 51.9545

纺织服装 预增

002054.SZ

德美化工

355.0000 22.3784

化工 预增

002382.SZ

蓝帆医疗

350.0000 28.6435

化工 预增

002279.SZ

久其软件

349.0300 47.5944

计算机 预增

002499.SZ

科林环保

320.0000 37.8030

机械设备 预增

002477.SZ

雏鹰农牧

302.2088 0.0000

农林牧渔 扭亏

002172.SZ

澳洋科技

300.5693 44.4301

化工 扭亏

002107.SZ

沃华医药

300.0000 47.5811

医药生物 预增

002080.SZ

中材科技

300.0000 20.7134

化工 预增

002222.SZ

福晶科技

296.6048 16.4742

电子 扭亏

002059.SZ

云南旅游

294.7100 20.7364

休闲服务 预增

002721.SZ

金一文化

280.2300 33.0835

轻工制造 预增

002074.SZ

国轩高科

275.0000 10.7870

电气设备 预增

002252.SZ

上海莱士

270.0000 2.8193

医药生物 预增

002196.SZ

方正电机

270.0000 19.4794

电气设备 预增

002446.SZ

盛路通信

269.2500 25.4408

通信 预增

002583.SZ

海能达

263.7591 27.5398

通信 扭亏

中小板三季报预喜比例为67%创业板三季报预喜比例为65%

201只中小创股票三季报预告业绩翻番

□本报记者 李波

目前，创业板和中小板三季

报预告已经基本披露完毕，业绩

预喜比例显著高于主板。 据最新

数据，创业板和中小板分别有71

家和130家公司三季度预告净利

润同比增速超过100%， 与此同

时， 净利润同比降幅超过100%

的上市公司分别有33和93家。从

行业分布来看，业绩增速改善明

显的股票多分布在计算机、电气

设备、电子等行业。 总体来看，以

中小创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股票

三季度盈利整体向好，分化也较

为明显。 预计A股后市沪弱深强

格局将延续，品种分化也将进一

步加剧。

中小创业绩预告优于主板

根据最新数据，主板三季报

业绩预告披露比例仅为不到三

分之一，但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

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告已基本披

露完毕。 近期反弹过程中，中小

创持续跑赢主板，除了资金偏好

和改革红利之外，三季度整体向

好的业绩预告也形成有力支撑。

据Wind资讯统计， 截至10

月25日，767只中小板上市公司

中，有764家披露了业绩预告。其

中，155只预增，110只续赢，216

只略增，34只扭亏；54只预减，89

只略减，34只续亏，68只首亏，4

只不确定。 以此测算，中小板三

季报预喜比例为67.41%。

与此同时， 在484只创业板

上市公司中， 有481家披露业绩

预告。 其中，114只预增，9只扭

亏，171只略增，17只续赢；38只

预减，93只略减，9只续亏，30只

首亏。 由此测算的创业板三季报

预喜比例为64.66%。

另外，剔除中小板的1632家

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中， 有506家

上市公司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

其中123只预增，44只扭亏，15只

略增，4只续赢。主板三季报预喜

比例为36.76%。

虽然主板上市公司业绩预

告披露比率较小，尚不能完全反

映上市公司盈利情况，但窥一斑

知全豹，以中小创为代表的新兴

产业上市公司的三季度业绩预

告的预喜比例显著高于主板，业

绩更具优势。 在此背景下，预计

后市 “沪弱深强” 格局仍将延

续。

业绩增速两极分化严重

在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的

创业板上市公司中，预告净利润

同比增幅超过100%以上的个股

有71只，其中，天龙集团和星星

科 技 预 告 净 利 润 分 别 大 增

9343.86%和4447.68%， 旋极信

息、北京君正、东方财富和同花

顺 的 预 告 净 利 润 增 速 超 过

2000%，红宇新材、金龙机电、智

慧松德、国民技术和银之杰的预

告净利润增速超过1000%；与之

对比， 净利润同比降幅逾100%

的个股有33只，其中，华中数控、

太空板业、上海钢联和易世达的

净利润同比降幅超过1000%，迪

威视讯、劲胜精密、九洲电气、通

源石油和金亚科技的净利润同

比降幅在500%以上。

中小板上市公司中，三季度

预告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

以上的个股有130只，其中，牧原

股份和顺荣三七预告净利润大

增11013.58%和10720.59%，海

翔药业、冠福股份、华英农业等9

只 股 票 的 净 利 润 增 速 都 在

1000%以上；相比之下，净利润

同比降幅超过100%的股票有93

只，其中西部材料净利润增幅为

53125.18%， 东方锆业、 黑牛食

品、信隆实业等14只股票的净利

润预告同比下降1000%以上。

预告利润增幅显示，三季度

业绩增速改善明显的股票多分

布在计算机、电气设备、电子等

行业，反映这些行业景气度整体

向好，后市有望强者恒强。 此外，

创业板和中小板业绩增速出现

大举分化。 随着创业板步入前期

成交密集区， 继续上行压力增

大，只有业绩向好、真正具备成

长空间的品种才能更易获得资

金青睐，延续反弹态势。 从这一

点来看，三季报业绩成色将逐步

成为后市股票走势分化的分水

岭。

周涨

0.62%

沪综指站上60日均线

上周沪综指剧烈震荡探底

回升，周中一度急跌，之后快速

反弹，3400点失而复得， 周五收

盘站上60日均线。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沪综指延

续震荡格局；上周三突破60日均线

后引发获利盘回吐， 股指大幅下

挫，险守3300点；周四快速反弹，周

五延续升势，最终收报3412.43点。

上周沪综指周K线收出阳十字星，

全周上涨0.62%。 上周沪市成交额

环比前一周进一步放量。

随着获利盘的累积以及

3400点上方套牢盘和技术面压

力的显现，上周沪综指一度大幅

回调。 不过急跌快速释放了调整

压力，加上市场情绪较此前明显

改善、产业红利不断释放、十三

五规划引领市场主线、货币财政

政策双松，市场积极因素构筑较

强支撑，推动股指快速反弹。 上

周五沪综指收盘站上60日均线，

技术面释放积极信号，标志着行

情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周末央行

双降进一步印证货币宽松趋势，

流动性宽松格局延续，有助继续

夯实反弹通道。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

3400点上方压力较大，前期套牢

盘密集，因此后市股指上行必然

伴随震荡。 虽然市场信心有所恢

复， 但两次股灾后整体仍偏谨

慎， 获利回吐意愿仍然存在，这

也将加剧大涨之后的回调压力。

另外，去杠杆后增量资金短期难

以重回上半年高位，这也意味着

市场不会再现单边上涨的疯牛

行情。 政策面上，央行双降以及

重要会议对市场带来提振，但需

要留意利好消化后引发的阶段

性获利回吐。

总体来看， 四季度震荡上行

是大趋势，但短期随着利好因素的

逐步兑现，短期调整需求加大。 后

市反弹行情将在波动中前行，建议

波段操作，高抛低吸。（李波）

V型反转 创业板指周涨

3.65%

上周创业板指数剧烈波动，V型

反转， 周中急跌后展开报复性反弹，

继续刷新反弹新高，站稳2500点。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震荡整

理；周二震荡走高，站上2500点；

周三冲高后急速跳水 ， 大跌

6.63%； 周四快速反弹， 大涨

4.84%；周五延续升势上涨3.26%，

全面收复上周三失地， 再创反弹

新高，收报2538.38点。 由此，创业

板指数上周周涨幅为3.65%。

个股方面，潜能恒信、海伦

钢琴和暴风科技上周涨幅居前，

分别累计上涨61.06%、57.28%

和41.60%，华仁药业、乐金健康、

富春通信、 信息发展等其余9只

股票的周涨幅超过30%；相比之

下， 星河生物上周跌幅最大，为

10.37%，金龙机电、金盾股份、朗

科科技等5只股票跌幅超过8%。

创业板作为本轮反弹领头

羊，持续获得资金青睐，大跌后

快速反弹并刷新新高，凸显其强

势格局。 一方面，存量博弈格局

下，资金对于题材多、盘子小的

创业板股票格外偏爱，抱团取暖

导致创业板强者恒强。 另一方

面，改革创新和结构转型的大背

景下，新兴产业股票具备更大成

长空间， 享受更多改革红利，因

此更具吸引力。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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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市不排除剧烈震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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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伪存真，波段操作。（李波）

利好兑现 核能核电概念一周下跌

3.65%

在连续向上突破后，沪深两

市大盘上周波动幅度显著放大，

题材概念也出现分化。 其中在预

期兑现后，核能核电概念震荡回

落，一周下跌3.65%，跌幅在129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第二

位。 上周23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

分股中，仅有盾安环境、科新机

电、永兴特钢3只股票实现上涨，

分 别 上 涨 11.03% 、6.74% 和

0.34%。20只股票出现下跌，丹甫

股份周跌幅最大， 超过10%，达

到11.37%。佳电股份、久立特材、

吉电股份等12只股票跌幅超过

5%。

消息面上，中国广核集团董

事长贺禹和法国电力集团(EDF)

首席执行官莱维在伦敦正式签

订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的投资

协议。 其中，EDF及中广核主导

的中方联合体将分别占欣克利

角C项目66.5%及33.5%的股份。

中广核将在英国欣克利角

核电项目中投资60亿英镑。投资

协议还涉及双方在英国更为广

泛的合作，包括在塞兹韦尔和布

拉德维尔建设核电站，其中双方

将共同推进塞兹韦尔C项目和布

拉德韦尔B项目两大后续核电项

目。 布拉德韦尔B项目拟采用中

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

号” 。

分析人士指出， 此前中英签

订核电项目的预期升温， 核能核

电受到资金热捧， 成为最为火热

的主题。 不过伴随着预期利好兑

现，核电股震荡回落。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在核电出海、国内重启的

大背景下， 预计利好政策将维持

高频，核电市场空间广阔，震荡回

调后仍可关注。（徐伟平）

“健康中国”受捧 医药生物板块周涨

6.05％

上周伴随着“健康中国”概

念的火爆炒作，相关板块成为A股

市场中最为耀眼的明星，申万医药

生物指数一周上涨6.05%，遥遥领

先于其他行业。 概念涨幅榜上，健

康中国、生物识别、基因检测、民营

医院、养老产业、智慧医疗和医药

电商等板块均在涨幅榜前列。

个股来看，上周正常交易的

174只医药生物行业个股中，有

160只个股实现上涨。其中，华仁

药业、亚太药业、中恒集团和宜

华健康的涨幅均超过了30%，此

外还有包括九安医疗、戴维医疗

等在内的11只个股涨幅超过了

20%。相反，东诚药业下跌9.08%

跌幅最大，此外还有16只个股下

跌，但跌幅均未超过4%。

促使生物医药行业反弹的主

要原因在于健康中国概念的热炒。

据媒体报道，“健康中国” 有望写

入中央相关文件，成为“十三五”

重要焦点。 此外，2015首届肿瘤精

准医疗论坛将于10月底在北京会

议中心召开。今年9月初，国家卫计

委已全面启动《健康中国建设规

划（2016-2020年）》编制工作。

分析人士指出， 实际上，我

国人口结构的变迁、生活水平的

提高带来了“大健康” 板块诸多

机会，“健康中国” 概念深入每

个百姓的内心，而政策层面的预

期释放将激发资本市场热情，时

下热推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

谋而合。 预计相关板块的热潮将

获得资金的反复炒作。（张怡）

热点分布不均 短线仍有反复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复，沪指一

周微涨0.63%。尽管中小创、题材

股并行活跃，但沪指补缺和冲关

意愿并不坚定，说明当前指数回

稳未脱离技术补涨要求。笔者认

为， 反弹阶段性的间断表现，对

于权重股差异化走势，及市场量

能回补的延续，都需要伴随指数

每一阶段的上涨抬升，不断进行

修正和加强，预计本周指数盘中

仍有震荡，沪指重返3400的有效

性待夯实。 操作上，半仓持有灵

活应对。

上周指数的盘中上涨并无

明显趋势性特征，创业板大幅震

荡左右短期投资波动情绪。两市

热点主要跟随消息面引导，市场

反弹仍以题材股盛行为主。来自

wind的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盘

面表现中，受“健康中国” 有望

升级国家战略消息刺激，健康中

国指数（周涨幅16.08%）一跃成

为一周概念性板块领涨先锋，跟

随其后的生物识别、在线教育和

基因检测指数涨幅超过10%。 再

看两市行业板块，教育指数和医

疗保健指数涨势明显，一周涨幅

分别为20.18%和16.25%， 但这

两类品种均属二三线类板块，其

他行业板块涨幅则均不及7%，

两市单一性上涨特征突出。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上周沪

指三攻3400点后旋即回落，上周

五冲关有效性仍待确认。 日K线

显示， 沪指攀至中期均线后，股

指重心有所上移，但热点波动性

和量能回补缓慢节奏，说明场外

观望资金并未建立起良好的参

与信心。

下一步的市场反弹在风口

博弈的过程中，需要梳理出更为

清晰的领涨主线，中小创股为主

的成长股对指数拉升影响有限，

沪指十日均线是强弱分界的关

键位置。 在市场反弹节奏并未形

成全面快速提升之时，操作策略

方面不妨坚守灵活机制，半仓之

下持有低价绩优的成长股。

后期市场振幅料将加剧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延续国庆后趋势，上周A股

继续震荡走高。期间尽管周三市

场一度大幅下挫，但其并未改变

两市上行格局，周四后市场连续

中阳反弹，周五收盘沪综指重回

3400点上方，而深成指则再次站

上60日均线并创本轮上涨以来

新高。

对于后期，笔者认为从市场

自身运行看，在支撑当前A股反

弹的核心逻辑依然成立的情况

下， 沪深两市短期向好趋势不

变，但随着沪深指数逼近前期成

交密集期以及盘面炒作氛围为

进一步增强，市场风险同样在逐

步增加。

就逻辑层面分析，国内乃至

全球的货币宽松政策使得市场整

体无风险收益率持续走低， 并导

致“资产配置荒”出现，股票市场

作为风险资产在资金宽松的背景

下出现回升也是一种必然。 而就

目前的情况看， 无论是市场风险

偏好，还是资金利率的下行，其当

前依然朝着利于股票市场运行的

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

A股短期向好趋势不变。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市

场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一

方面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着沪

深指数逼近7-8月份整理平台的

成交密集期，其面临的压力无疑

将明显增大，结合当前国内疲弱

的宏观经济分析，笔者认为沪深

指数想要顺利突破仍需更多有

利因素支持。另一方面近期市场

以热点题材炒作为主，尽管盘面

个股的活跃有助于维系人气，但

过于浓厚的炒作氛围显然不利

于市场稳定健康运行，一旦没有

新的热点跟进或引发监管层出

手，其往往将对市场整体运行形

成冲击。

A股在支撑本轮上涨核心

逻辑依然成立的情况下，沪深两

市短期乐观格局料仍将延续，但

沪综指3400点上方较强的压力

以及当前盘面浓厚的炒作氛围

决定了未来一段市场运行将不

会一帆风顺，振幅加剧，风险与

机会同存或将是后期A股的主

要特征。

双降利好推动冲高震荡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震荡，周

三因获利盘回吐引发宽幅震荡，

随后股指快速回稳并基本收复

失地。周末，央行宣布降准降息，

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有望推动行

情继续冲高震荡， 反弹仍在途

中。 此外，随着本周五中全会召

开和“十三五” 规划的热议，投

资者应关注政策面动态及相关

题材性机会。

首先，从上周市场表现看，多

空在3400点一线分歧较大并呈

现以下特点。 一是场内机构有进

退交替， 部分低位建仓获利丰厚

的机构冲高离场、兑现收益，而部

分前期低仓位的机构则快速进

场，接棒“坐轿” 。 二是行情冲高

时机构离场为主。 统计表明近两

周市场机构减持力度较大， 主力

资金以净流出为主。 同时投保基

金网站显示前周银证转账资金净

流出330亿元， 说明目前以存量

资金博弈为主。 三是本周沪深两

市日均成交量高达1万亿元，在当

前2.2万亿存量资金以及1万亿融

资余额的背景下， 这一成交水平

已经很大，换手率极高，反映出当

前机构的短线心态和高换手率。

四是市场的结构性分化严重，沪

深两个市场的交易量差距越拉越

大，深市甚至超过沪市50%，说明

短线资金重点在中小市值及题材

股当中，结构性分化加剧，热点轮

动迅速。从上周走势结果看，多方

仍胜出一筹。

随着周末央行再次降准降

息， 有望向市场新增流动性约

7000亿元，虽然从投向上主要是

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扶持“三

农” 和小微企业、创新性企业的

发展，但对资本市场显然也有利

好作用。 在此消息激励下，本周

A股有望继续冲高，挑战3500点

关口。 此外，本周起十八届五中

全会召开，“十三五” 规划也将

受到热议，这是决定未来五年国

家经济建设重点发展领域和方

向的纲领性文件。 投资者也应密

切关注政策动态，把握挖掘其中

的政策亮点和题材性机会。

当然从预期看，本周可能是

年末最有利的阶段， 因此冲高后

需关注机构是否借利好集中出

货。另外在短线新高突破后，技术

指标将呈现日线级别的顶背离走

势，未来宽幅震荡将会加大。

限售股解禁情况大宗交易配表

创业板三季报预喜比例为65%

201只中小创股票三季报预告业绩翻番

□本报记者 李波

目前，创业板和中小板三季

报预告已经基本披露完毕，业绩

预喜比例显著高于主板。 据最新

数据，创业板和中小板分别有71

家和130家公司三季度预告净利

润同比增速超过100%， 与此同

时， 净利润同比降幅超过100%

的上市公司分别有33和93家。从

行业分布来看，业绩增速改善明

显的股票多分布在计算机、电气

设备、电子等行业。 总体来看，以

中小创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股票

三季度盈利整体向好，分化也较

为明显。 预计A股后市沪弱深强

格局将延续，品种分化也将进一

步加剧。

中小创业绩预告优于主板

根据最新数据，主板三季报

业绩预告披露比例仅为不到三

分之一，但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

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告已基本披

露完毕。 近期反弹过程中，中小

创持续跑赢主板，除了资金偏好

和改革红利之外，三季度整体向

好的业绩预告也形成有力支撑。

据Wind资讯统计， 截至10

月25日，767只中小板上市公司

中，有764家披露了业绩预告。其

中，155只预增，110只续赢，216

只略增，34只扭亏；54只预减，89

只略减，34只续亏，68只首亏，4

只不确定。 以此测算，中小板三

季报预喜比例为67.41%。

与此同时， 在484只创业板

上市公司中， 有481家披露业绩

预告。 其中，114只预增，9只扭

亏，171只略增，17只续赢；38只

预减，93只略减，9只续亏，30只

首亏。 由此测算的创业板三季报

预喜比例为64.66%。

另外，剔除中小板的1632家

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中， 有506家

上市公司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

其中123只预增，44只扭亏，15只

略增，4只续赢。主板三季报预喜

比例为36.76%。

虽然主板上市公司业绩预

告披露比率较小，尚不能完全反

映上市公司盈利情况，但窥一斑

知全豹，以中小创为代表的新兴

产业上市公司的三季度业绩预

告的预喜比例显著高于主板，业

绩更具优势。 在此背景下，预计

后市 “沪弱深强” 格局仍将延

续。

业绩增速两极分化严重

在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的

创业板上市公司中，预告净利润

同比增幅超过100%以上的个股

有71只，其中，天龙集团和星星

科 技 预 告 净 利 润 分 别 大 增

9343.86%和4447.68%， 旋极信

息、北京君正、东方财富和同花

顺 的 预 告 净 利 润 增 速 超 过

2000%，红宇新材、金龙机电、智

慧松德、国民技术和银之杰的预

告净利润增速超过1000%；与之

对比， 净利润同比降幅逾100%

的个股有33只，其中，华中数控、

太空板业、上海钢联和易世达的

净利润同比降幅超过1000%，迪

威视讯、劲胜精密、九洲电气、通

源石油和金亚科技的净利润同

比降幅在500%以上。

中小板上市公司中，三季度

预告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

以上的个股有130只，其中，牧原

股份和顺荣三七预告净利润大

增11013.58%和10720.59%，海

翔药业、冠福股份、华英农业等9

只 股 票 的 净 利 润 增 速 都 在

1000%以上；相比之下，净利润

同比降幅超过100%的股票有93

只，其中西部材料净利润增幅为

53125.18%， 东方锆业、 黑牛食

品、信隆实业等14只股票的净利

润预告同比下降1000%以上。

预告利润增幅显示，三季度

业绩增速改善明显的股票多分

布在计算机、电气设备、电子等

行业，反映这些行业景气度整体

向好，后市有望强者恒强。 此外，

创业板和中小板业绩增速出现

大举分化。 随着创业板步入前期

成交密集区， 继续上行压力增

大，只有业绩向好、真正具备成

长空间的品种才能更易获得资

金青睐，延续反弹态势。 从这一

点来看，三季报业绩成色将逐步

成为后市股票走势分化的分水

岭。

周涨

0.62%

沪综指站上60日均线

上周沪综指剧烈震荡探底

回升，周中一度急跌，之后快速

反弹，3400点失而复得， 周五收

盘站上60日均线。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沪综指延

续震荡格局；上周三突破60日均线

后引发获利盘回吐， 股指大幅下

挫，险守3300点；周四快速反弹，周

五延续升势，最终收报3412.43点。

上周沪综指周K线收出阳十字星，

全周上涨0.62%。 上周沪市成交额

环比前一周进一步放量。

随着获利盘的累积以及

3400点上方套牢盘和技术面压

力的显现，上周沪综指一度大幅

回调。 不过急跌快速释放了调整

压力，加上市场情绪较此前明显

改善、产业红利不断释放、十三

五规划引领市场主线、货币财政

政策双松，市场积极因素构筑较

强支撑，推动股指快速反弹。 上

周五沪综指收盘站上60日均线，

技术面释放积极信号，标志着行

情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周末央行

双降进一步印证货币宽松趋势，

流动性宽松格局延续，有助继续

夯实反弹通道。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

3400点上方压力较大，前期套牢

盘密集，因此后市股指上行必然

伴随震荡。 虽然市场信心有所恢

复， 但两次股灾后整体仍偏谨

慎， 获利回吐意愿仍然存在，这

也将加剧大涨之后的回调压力。

另外，去杠杆后增量资金短期难

以重回上半年高位，这也意味着

市场不会再现单边上涨的疯牛

行情。 政策面上，央行双降以及

重要会议对市场带来提振，但需

要留意利好消化后引发的阶段

性获利回吐。

总体来看， 四季度震荡上行

是大趋势，但短期随着利好因素的

逐步兑现，短期调整需求加大。 后

市反弹行情将在波动中前行，建议

波段操作，高抛低吸。（李波）

V型反转 创业板指周涨

3.65%

上周创业板指数剧烈波动，V型

反转， 周中急跌后展开报复性反弹，

继续刷新反弹新高，站稳2500点。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震荡整

理；周二震荡走高，站上2500点；

周三冲高后急速跳水 ， 大跌

6.63%； 周四快速反弹， 大涨

4.84%；周五延续升势上涨3.26%，

全面收复上周三失地， 再创反弹

新高，收报2538.38点。 由此，创业

板指数上周周涨幅为3.65%。

个股方面，潜能恒信、海伦

钢琴和暴风科技上周涨幅居前，

分别累计上涨61.06%、57.28%

和41.60%，华仁药业、乐金健康、

富春通信、 信息发展等其余9只

股票的周涨幅超过30%；相比之

下， 星河生物上周跌幅最大，为

10.37%，金龙机电、金盾股份、朗

科科技等5只股票跌幅超过8%。

创业板作为本轮反弹领头

羊，持续获得资金青睐，大跌后

快速反弹并刷新新高，凸显其强

势格局。 一方面，存量博弈格局

下，资金对于题材多、盘子小的

创业板股票格外偏爱，抱团取暖

导致创业板强者恒强。 另一方

面，改革创新和结构转型的大背

景下，新兴产业股票具备更大成

长空间， 享受更多改革红利，因

此更具吸引力。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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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市不排除剧烈震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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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伪存真，波段操作。（李波）

利好兑现 核能核电概念一周下跌

3.65%

在连续向上突破后，沪深两

市大盘上周波动幅度显著放大，

题材概念也出现分化。 其中在预

期兑现后，核能核电概念震荡回

落，一周下跌3.65%，跌幅在129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第二

位。 上周23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

分股中，仅有盾安环境、科新机

电、永兴特钢3只股票实现上涨，

分 别 上 涨 11.03% 、6.74% 和

0.34%。20只股票出现下跌，丹甫

股份周跌幅最大， 超过10%，达

到11.37%。佳电股份、久立特材、

吉电股份等12只股票跌幅超过

5%。

消息面上，中国广核集团董

事长贺禹和法国电力集团(EDF)

首席执行官莱维在伦敦正式签

订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的投资

协议。 其中，EDF及中广核主导

的中方联合体将分别占欣克利

角C项目66.5%及33.5%的股份。

中广核将在英国欣克利角

核电项目中投资60亿英镑。投资

协议还涉及双方在英国更为广

泛的合作，包括在塞兹韦尔和布

拉德维尔建设核电站，其中双方

将共同推进塞兹韦尔C项目和布

拉德韦尔B项目两大后续核电项

目。 布拉德韦尔B项目拟采用中

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

号” 。

分析人士指出， 此前中英签

订核电项目的预期升温， 核能核

电受到资金热捧， 成为最为火热

的主题。 不过伴随着预期利好兑

现，核电股震荡回落。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在核电出海、国内重启的

大背景下， 预计利好政策将维持

高频，核电市场空间广阔，震荡回

调后仍可关注。（徐伟平）

“健康中国”受捧 医药生物板块周涨

6.05％

上周伴随着“健康中国”概

念的火爆炒作，相关板块成为A股

市场中最为耀眼的明星，申万医药

生物指数一周上涨6.05%，遥遥领

先于其他行业。 概念涨幅榜上，健

康中国、生物识别、基因检测、民营

医院、养老产业、智慧医疗和医药

电商等板块均在涨幅榜前列。

个股来看，上周正常交易的

174只医药生物行业个股中，有

160只个股实现上涨。其中，华仁

药业、亚太药业、中恒集团和宜

华健康的涨幅均超过了30%，此

外还有包括九安医疗、戴维医疗

等在内的11只个股涨幅超过了

20%。相反，东诚药业下跌9.08%

跌幅最大，此外还有16只个股下

跌，但跌幅均未超过4%。

促使生物医药行业反弹的主

要原因在于健康中国概念的热炒。

据媒体报道，“健康中国” 有望写

入中央相关文件，成为“十三五”

重要焦点。 此外，2015首届肿瘤精

准医疗论坛将于10月底在北京会

议中心召开。今年9月初，国家卫计

委已全面启动《健康中国建设规

划（2016-2020年）》编制工作。

分析人士指出， 实际上，我

国人口结构的变迁、生活水平的

提高带来了“大健康” 板块诸多

机会，“健康中国” 概念深入每

个百姓的内心，而政策层面的预

期释放将激发资本市场热情，时

下热推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

谋而合。 预计相关板块的热潮将

获得资金的反复炒作。（张怡）

热点分布不均 短线仍有反复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复，沪指一

周微涨0.63%。尽管中小创、题材

股并行活跃，但沪指补缺和冲关

意愿并不坚定，说明当前指数回

稳未脱离技术补涨要求。笔者认

为， 反弹阶段性的间断表现，对

于权重股差异化走势，及市场量

能回补的延续，都需要伴随指数

每一阶段的上涨抬升，不断进行

修正和加强，预计本周指数盘中

仍有震荡，沪指重返3400的有效

性待夯实。 操作上，半仓持有灵

活应对。

上周指数的盘中上涨并无

明显趋势性特征，创业板大幅震

荡左右短期投资波动情绪。两市

热点主要跟随消息面引导，市场

反弹仍以题材股盛行为主。来自

wind的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盘

面表现中，受“健康中国” 有望

升级国家战略消息刺激，健康中

国指数（周涨幅16.08%）一跃成

为一周概念性板块领涨先锋，跟

随其后的生物识别、在线教育和

基因检测指数涨幅超过10%。 再

看两市行业板块，教育指数和医

疗保健指数涨势明显，一周涨幅

分别为20.18%和16.25%， 但这

两类品种均属二三线类板块，其

他行业板块涨幅则均不及7%，

两市单一性上涨特征突出。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上周沪

指三攻3400点后旋即回落，上周

五冲关有效性仍待确认。 日K线

显示， 沪指攀至中期均线后，股

指重心有所上移，但热点波动性

和量能回补缓慢节奏，说明场外

观望资金并未建立起良好的参

与信心。

下一步的市场反弹在风口

博弈的过程中，需要梳理出更为

清晰的领涨主线，中小创股为主

的成长股对指数拉升影响有限，

沪指十日均线是强弱分界的关

键位置。 在市场反弹节奏并未形

成全面快速提升之时，操作策略

方面不妨坚守灵活机制，半仓之

下持有低价绩优的成长股。

后期市场振幅料将加剧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延续国庆后趋势，上周A股

继续震荡走高。期间尽管周三市

场一度大幅下挫，但其并未改变

两市上行格局，周四后市场连续

中阳反弹，周五收盘沪综指重回

3400点上方，而深成指则再次站

上60日均线并创本轮上涨以来

新高。

对于后期，笔者认为从市场

自身运行看，在支撑当前A股反

弹的核心逻辑依然成立的情况

下， 沪深两市短期向好趋势不

变，但随着沪深指数逼近前期成

交密集期以及盘面炒作氛围为

进一步增强，市场风险同样在逐

步增加。

就逻辑层面分析，国内乃至

全球的货币宽松政策使得市场整

体无风险收益率持续走低， 并导

致“资产配置荒”出现，股票市场

作为风险资产在资金宽松的背景

下出现回升也是一种必然。 而就

目前的情况看， 无论是市场风险

偏好，还是资金利率的下行，其当

前依然朝着利于股票市场运行的

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

A股短期向好趋势不变。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市

场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一

方面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着沪

深指数逼近7-8月份整理平台的

成交密集期，其面临的压力无疑

将明显增大，结合当前国内疲弱

的宏观经济分析，笔者认为沪深

指数想要顺利突破仍需更多有

利因素支持。另一方面近期市场

以热点题材炒作为主，尽管盘面

个股的活跃有助于维系人气，但

过于浓厚的炒作氛围显然不利

于市场稳定健康运行，一旦没有

新的热点跟进或引发监管层出

手，其往往将对市场整体运行形

成冲击。

A股在支撑本轮上涨核心

逻辑依然成立的情况下，沪深两

市短期乐观格局料仍将延续，但

沪综指3400点上方较强的压力

以及当前盘面浓厚的炒作氛围

决定了未来一段市场运行将不

会一帆风顺，振幅加剧，风险与

机会同存或将是后期A股的主

要特征。

双降利好推动冲高震荡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震荡，周

三因获利盘回吐引发宽幅震荡，

随后股指快速回稳并基本收复

失地。周末，央行宣布降准降息，

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有望推动行

情继续冲高震荡， 反弹仍在途

中。 此外，随着本周五中全会召

开和“十三五” 规划的热议，投

资者应关注政策面动态及相关

题材性机会。

首先，从上周市场表现看，多

空在3400点一线分歧较大并呈

现以下特点。 一是场内机构有进

退交替， 部分低位建仓获利丰厚

的机构冲高离场、兑现收益，而部

分前期低仓位的机构则快速进

场，接棒“坐轿” 。 二是行情冲高

时机构离场为主。 统计表明近两

周市场机构减持力度较大， 主力

资金以净流出为主。 同时投保基

金网站显示前周银证转账资金净

流出330亿元， 说明目前以存量

资金博弈为主。 三是本周沪深两

市日均成交量高达1万亿元，在当

前2.2万亿存量资金以及1万亿融

资余额的背景下， 这一成交水平

已经很大，换手率极高，反映出当

前机构的短线心态和高换手率。

四是市场的结构性分化严重，沪

深两个市场的交易量差距越拉越

大，深市甚至超过沪市50%，说明

短线资金重点在中小市值及题材

股当中，结构性分化加剧，热点轮

动迅速。从上周走势结果看，多方

仍胜出一筹。

随着周末央行再次降准降

息， 有望向市场新增流动性约

7000亿元，虽然从投向上主要是

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扶持“三

农” 和小微企业、创新性企业的

发展，但对资本市场显然也有利

好作用。 在此消息激励下，本周

A股有望继续冲高，挑战3500点

关口。 此外，本周起十八届五中

全会召开，“十三五” 规划也将

受到热议，这是决定未来五年国

家经济建设重点发展领域和方

向的纲领性文件。 投资者也应密

切关注政策动态，把握挖掘其中

的政策亮点和题材性机会。

当然从预期看，本周可能是

年末最有利的阶段， 因此冲高后

需关注机构是否借利好集中出

货。另外在短线新高突破后，技术

指标将呈现日线级别的顶背离走

势，未来宽幅震荡将会加大。

中小板三季报预喜比例为67%

201只中小创股票三季报预告业绩翻番

□本报记者 李波

目前，创业板和中小板三季

报预告已经基本披露完毕，业绩

预喜比例显著高于主板。 据最新

数据，创业板和中小板分别有71

家和130家公司三季度预告净利

润同比增速超过100%， 与此同

时， 净利润同比降幅超过100%

的上市公司分别有33和93家。从

行业分布来看，业绩增速改善明

显的股票多分布在计算机、电气

设备、电子等行业。 总体来看，以

中小创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股票

三季度盈利整体向好，分化也较

为明显。 预计A股后市沪弱深强

格局将延续，品种分化也将进一

步加剧。

中小创业绩预告优于主板

根据最新数据，主板三季报

业绩预告披露比例仅为不到三

分之一，但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

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告已基本披

露完毕。 近期反弹过程中，中小

创持续跑赢主板，除了资金偏好

和改革红利之外，三季度整体向

好的业绩预告也形成有力支撑。

据Wind资讯统计， 截至10

月25日，767只中小板上市公司

中，有764家披露了业绩预告。其

中，155只预增，110只续赢，216

只略增，34只扭亏；54只预减，89

只略减，34只续亏，68只首亏，4

只不确定。 以此测算，中小板三

季报预喜比例为67.41%。

与此同时， 在484只创业板

上市公司中， 有481家披露业绩

预告。 其中，114只预增，9只扭

亏，171只略增，17只续赢；38只

预减，93只略减，9只续亏，30只

首亏。 由此测算的创业板三季报

预喜比例为64.66%。

另外，剔除中小板的1632家

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中， 有506家

上市公司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

其中123只预增，44只扭亏，15只

略增，4只续赢。主板三季报预喜

比例为36.76%。

虽然主板上市公司业绩预

告披露比率较小，尚不能完全反

映上市公司盈利情况，但窥一斑

知全豹，以中小创为代表的新兴

产业上市公司的三季度业绩预

告的预喜比例显著高于主板，业

绩更具优势。 在此背景下，预计

后市 “沪弱深强” 格局仍将延

续。

业绩增速两极分化严重

在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的

创业板上市公司中，预告净利润

同比增幅超过100%以上的个股

有71只，其中，天龙集团和星星

科 技 预 告 净 利 润 分 别 大 增

9343.86%和4447.68%， 旋极信

息、北京君正、东方财富和同花

顺 的 预 告 净 利 润 增 速 超 过

2000%，红宇新材、金龙机电、智

慧松德、国民技术和银之杰的预

告净利润增速超过1000%；与之

对比， 净利润同比降幅逾100%

的个股有33只，其中，华中数控、

太空板业、上海钢联和易世达的

净利润同比降幅超过1000%，迪

威视讯、劲胜精密、九洲电气、通

源石油和金亚科技的净利润同

比降幅在500%以上。

中小板上市公司中，三季度

预告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

以上的个股有130只，其中，牧原

股份和顺荣三七预告净利润大

增11013.58%和10720.59%，海

翔药业、冠福股份、华英农业等9

只 股 票 的 净 利 润 增 速 都 在

1000%以上；相比之下，净利润

同比降幅超过100%的股票有93

只，其中西部材料净利润增幅为

53125.18%， 东方锆业、 黑牛食

品、信隆实业等14只股票的净利

润预告同比下降1000%以上。

预告利润增幅显示，三季度

业绩增速改善明显的股票多分

布在计算机、电气设备、电子等

行业，反映这些行业景气度整体

向好，后市有望强者恒强。 此外，

创业板和中小板业绩增速出现

大举分化。 随着创业板步入前期

成交密集区， 继续上行压力增

大，只有业绩向好、真正具备成

长空间的品种才能更易获得资

金青睐，延续反弹态势。 从这一

点来看，三季报业绩成色将逐步

成为后市股票走势分化的分水

岭。

周涨

0.62%

沪综指站上60日均线

上周沪综指剧烈震荡探底

回升，周中一度急跌，之后快速

反弹，3400点失而复得， 周五收

盘站上60日均线。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沪综指延

续震荡格局；上周三突破60日均线

后引发获利盘回吐， 股指大幅下

挫，险守3300点；周四快速反弹，周

五延续升势，最终收报3412.43点。

上周沪综指周K线收出阳十字星，

全周上涨0.62%。 上周沪市成交额

环比前一周进一步放量。

随着获利盘的累积以及

3400点上方套牢盘和技术面压

力的显现，上周沪综指一度大幅

回调。 不过急跌快速释放了调整

压力，加上市场情绪较此前明显

改善、产业红利不断释放、十三

五规划引领市场主线、货币财政

政策双松，市场积极因素构筑较

强支撑，推动股指快速反弹。 上

周五沪综指收盘站上60日均线，

技术面释放积极信号，标志着行

情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周末央行

双降进一步印证货币宽松趋势，

流动性宽松格局延续，有助继续

夯实反弹通道。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

3400点上方压力较大，前期套牢

盘密集，因此后市股指上行必然

伴随震荡。 虽然市场信心有所恢

复， 但两次股灾后整体仍偏谨

慎， 获利回吐意愿仍然存在，这

也将加剧大涨之后的回调压力。

另外，去杠杆后增量资金短期难

以重回上半年高位，这也意味着

市场不会再现单边上涨的疯牛

行情。 政策面上，央行双降以及

重要会议对市场带来提振，但需

要留意利好消化后引发的阶段

性获利回吐。

总体来看， 四季度震荡上行

是大趋势，但短期随着利好因素的

逐步兑现，短期调整需求加大。 后

市反弹行情将在波动中前行，建议

波段操作，高抛低吸。（李波）

V型反转 创业板指周涨

3.65%

上周创业板指数剧烈波动，V型

反转， 周中急跌后展开报复性反弹，

继续刷新反弹新高，站稳2500点。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震荡整

理；周二震荡走高，站上2500点；

周三冲高后急速跳水 ， 大跌

6.63%； 周四快速反弹， 大涨

4.84%；周五延续升势上涨3.26%，

全面收复上周三失地， 再创反弹

新高，收报2538.38点。 由此，创业

板指数上周周涨幅为3.65%。

个股方面，潜能恒信、海伦

钢琴和暴风科技上周涨幅居前，

分别累计上涨61.06%、57.28%

和41.60%，华仁药业、乐金健康、

富春通信、 信息发展等其余9只

股票的周涨幅超过30%；相比之

下， 星河生物上周跌幅最大，为

10.37%，金龙机电、金盾股份、朗

科科技等5只股票跌幅超过8%。

创业板作为本轮反弹领头

羊，持续获得资金青睐，大跌后

快速反弹并刷新新高，凸显其强

势格局。 一方面，存量博弈格局

下，资金对于题材多、盘子小的

创业板股票格外偏爱，抱团取暖

导致创业板强者恒强。 另一方

面，改革创新和结构转型的大背

景下，新兴产业股票具备更大成

长空间， 享受更多改革红利，因

此更具吸引力。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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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市不排除剧烈震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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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伪存真，波段操作。（李波）

利好兑现 核能核电概念一周下跌

3.65%

在连续向上突破后，沪深两

市大盘上周波动幅度显著放大，

题材概念也出现分化。 其中在预

期兑现后，核能核电概念震荡回

落，一周下跌3.65%，跌幅在129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第二

位。 上周23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

分股中，仅有盾安环境、科新机

电、永兴特钢3只股票实现上涨，

分 别 上 涨 11.03% 、6.74% 和

0.34%。20只股票出现下跌，丹甫

股份周跌幅最大， 超过10%，达

到11.37%。佳电股份、久立特材、

吉电股份等12只股票跌幅超过

5%。

消息面上，中国广核集团董

事长贺禹和法国电力集团(EDF)

首席执行官莱维在伦敦正式签

订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的投资

协议。 其中，EDF及中广核主导

的中方联合体将分别占欣克利

角C项目66.5%及33.5%的股份。

中广核将在英国欣克利角

核电项目中投资60亿英镑。投资

协议还涉及双方在英国更为广

泛的合作，包括在塞兹韦尔和布

拉德维尔建设核电站，其中双方

将共同推进塞兹韦尔C项目和布

拉德韦尔B项目两大后续核电项

目。 布拉德韦尔B项目拟采用中

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

号” 。

分析人士指出， 此前中英签

订核电项目的预期升温， 核能核

电受到资金热捧， 成为最为火热

的主题。 不过伴随着预期利好兑

现，核电股震荡回落。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在核电出海、国内重启的

大背景下， 预计利好政策将维持

高频，核电市场空间广阔，震荡回

调后仍可关注。（徐伟平）

“健康中国”受捧 医药生物板块周涨

6.05％

上周伴随着“健康中国”概

念的火爆炒作，相关板块成为A股

市场中最为耀眼的明星，申万医药

生物指数一周上涨6.05%，遥遥领

先于其他行业。 概念涨幅榜上，健

康中国、生物识别、基因检测、民营

医院、养老产业、智慧医疗和医药

电商等板块均在涨幅榜前列。

个股来看，上周正常交易的

174只医药生物行业个股中，有

160只个股实现上涨。其中，华仁

药业、亚太药业、中恒集团和宜

华健康的涨幅均超过了30%，此

外还有包括九安医疗、戴维医疗

等在内的11只个股涨幅超过了

20%。相反，东诚药业下跌9.08%

跌幅最大，此外还有16只个股下

跌，但跌幅均未超过4%。

促使生物医药行业反弹的主

要原因在于健康中国概念的热炒。

据媒体报道，“健康中国” 有望写

入中央相关文件，成为“十三五”

重要焦点。 此外，2015首届肿瘤精

准医疗论坛将于10月底在北京会

议中心召开。今年9月初，国家卫计

委已全面启动《健康中国建设规

划（2016-2020年）》编制工作。

分析人士指出， 实际上，我

国人口结构的变迁、生活水平的

提高带来了“大健康” 板块诸多

机会，“健康中国” 概念深入每

个百姓的内心，而政策层面的预

期释放将激发资本市场热情，时

下热推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

谋而合。 预计相关板块的热潮将

获得资金的反复炒作。（张怡）

热点分布不均 短线仍有反复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复，沪指一

周微涨0.63%。尽管中小创、题材

股并行活跃，但沪指补缺和冲关

意愿并不坚定，说明当前指数回

稳未脱离技术补涨要求。笔者认

为， 反弹阶段性的间断表现，对

于权重股差异化走势，及市场量

能回补的延续，都需要伴随指数

每一阶段的上涨抬升，不断进行

修正和加强，预计本周指数盘中

仍有震荡，沪指重返3400的有效

性待夯实。 操作上，半仓持有灵

活应对。

上周指数的盘中上涨并无

明显趋势性特征，创业板大幅震

荡左右短期投资波动情绪。两市

热点主要跟随消息面引导，市场

反弹仍以题材股盛行为主。来自

wind的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盘

面表现中，受“健康中国” 有望

升级国家战略消息刺激，健康中

国指数（周涨幅16.08%）一跃成

为一周概念性板块领涨先锋，跟

随其后的生物识别、在线教育和

基因检测指数涨幅超过10%。 再

看两市行业板块，教育指数和医

疗保健指数涨势明显，一周涨幅

分别为20.18%和16.25%， 但这

两类品种均属二三线类板块，其

他行业板块涨幅则均不及7%，

两市单一性上涨特征突出。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上周沪

指三攻3400点后旋即回落，上周

五冲关有效性仍待确认。 日K线

显示， 沪指攀至中期均线后，股

指重心有所上移，但热点波动性

和量能回补缓慢节奏，说明场外

观望资金并未建立起良好的参

与信心。

下一步的市场反弹在风口

博弈的过程中，需要梳理出更为

清晰的领涨主线，中小创股为主

的成长股对指数拉升影响有限，

沪指十日均线是强弱分界的关

键位置。 在市场反弹节奏并未形

成全面快速提升之时，操作策略

方面不妨坚守灵活机制，半仓之

下持有低价绩优的成长股。

后期市场振幅料将加剧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延续国庆后趋势，上周A股

继续震荡走高。期间尽管周三市

场一度大幅下挫，但其并未改变

两市上行格局，周四后市场连续

中阳反弹，周五收盘沪综指重回

3400点上方，而深成指则再次站

上60日均线并创本轮上涨以来

新高。

对于后期，笔者认为从市场

自身运行看，在支撑当前A股反

弹的核心逻辑依然成立的情况

下， 沪深两市短期向好趋势不

变，但随着沪深指数逼近前期成

交密集期以及盘面炒作氛围为

进一步增强，市场风险同样在逐

步增加。

就逻辑层面分析，国内乃至

全球的货币宽松政策使得市场整

体无风险收益率持续走低， 并导

致“资产配置荒”出现，股票市场

作为风险资产在资金宽松的背景

下出现回升也是一种必然。 而就

目前的情况看， 无论是市场风险

偏好，还是资金利率的下行，其当

前依然朝着利于股票市场运行的

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

A股短期向好趋势不变。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市

场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一

方面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着沪

深指数逼近7-8月份整理平台的

成交密集期，其面临的压力无疑

将明显增大，结合当前国内疲弱

的宏观经济分析，笔者认为沪深

指数想要顺利突破仍需更多有

利因素支持。另一方面近期市场

以热点题材炒作为主，尽管盘面

个股的活跃有助于维系人气，但

过于浓厚的炒作氛围显然不利

于市场稳定健康运行，一旦没有

新的热点跟进或引发监管层出

手，其往往将对市场整体运行形

成冲击。

A股在支撑本轮上涨核心

逻辑依然成立的情况下，沪深两

市短期乐观格局料仍将延续，但

沪综指3400点上方较强的压力

以及当前盘面浓厚的炒作氛围

决定了未来一段市场运行将不

会一帆风顺，振幅加剧，风险与

机会同存或将是后期A股的主

要特征。

双降利好推动冲高震荡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震荡，周

三因获利盘回吐引发宽幅震荡，

随后股指快速回稳并基本收复

失地。周末，央行宣布降准降息，

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有望推动行

情继续冲高震荡， 反弹仍在途

中。 此外，随着本周五中全会召

开和“十三五” 规划的热议，投

资者应关注政策面动态及相关

题材性机会。

首先，从上周市场表现看，多

空在3400点一线分歧较大并呈

现以下特点。 一是场内机构有进

退交替， 部分低位建仓获利丰厚

的机构冲高离场、兑现收益，而部

分前期低仓位的机构则快速进

场，接棒“坐轿” 。 二是行情冲高

时机构离场为主。 统计表明近两

周市场机构减持力度较大， 主力

资金以净流出为主。 同时投保基

金网站显示前周银证转账资金净

流出330亿元， 说明目前以存量

资金博弈为主。 三是本周沪深两

市日均成交量高达1万亿元，在当

前2.2万亿存量资金以及1万亿融

资余额的背景下， 这一成交水平

已经很大，换手率极高，反映出当

前机构的短线心态和高换手率。

四是市场的结构性分化严重，沪

深两个市场的交易量差距越拉越

大，深市甚至超过沪市50%，说明

短线资金重点在中小市值及题材

股当中，结构性分化加剧，热点轮

动迅速。从上周走势结果看，多方

仍胜出一筹。

随着周末央行再次降准降

息， 有望向市场新增流动性约

7000亿元，虽然从投向上主要是

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扶持“三

农” 和小微企业、创新性企业的

发展，但对资本市场显然也有利

好作用。 在此消息激励下，本周

A股有望继续冲高，挑战3500点

关口。 此外，本周起十八届五中

全会召开，“十三五” 规划也将

受到热议，这是决定未来五年国

家经济建设重点发展领域和方

向的纲领性文件。 投资者也应密

切关注政策动态，把握挖掘其中

的政策亮点和题材性机会。

当然从预期看，本周可能是

年末最有利的阶段， 因此冲高后

需关注机构是否借利好集中出

货。另外在短线新高突破后，技术

指标将呈现日线级别的顶背离走

势，未来宽幅震荡将会加大。

创业板三季度预告业绩增速居前的股票

201只中小创股票三季报预告业绩翻番

□本报记者 李波

目前，创业板和中小板三季

报预告已经基本披露完毕，业绩

预喜比例显著高于主板。 据最新

数据，创业板和中小板分别有71

家和130家公司三季度预告净利

润同比增速超过100%， 与此同

时， 净利润同比降幅超过100%

的上市公司分别有33和93家。从

行业分布来看，业绩增速改善明

显的股票多分布在计算机、电气

设备、电子等行业。 总体来看，以

中小创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股票

三季度盈利整体向好，分化也较

为明显。 预计A股后市沪弱深强

格局将延续，品种分化也将进一

步加剧。

中小创业绩预告优于主板

根据最新数据，主板三季报

业绩预告披露比例仅为不到三

分之一，但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

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告已基本披

露完毕。 近期反弹过程中，中小

创持续跑赢主板，除了资金偏好

和改革红利之外，三季度整体向

好的业绩预告也形成有力支撑。

据Wind资讯统计， 截至10

月25日，767只中小板上市公司

中，有764家披露了业绩预告。其

中，155只预增，110只续赢，216

只略增，34只扭亏；54只预减，89

只略减，34只续亏，68只首亏，4

只不确定。 以此测算，中小板三

季报预喜比例为67.41%。

与此同时， 在484只创业板

上市公司中， 有481家披露业绩

预告。 其中，114只预增，9只扭

亏，171只略增，17只续赢；38只

预减，93只略减，9只续亏，30只

首亏。 由此测算的创业板三季报

预喜比例为64.66%。

另外，剔除中小板的1632家

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中， 有506家

上市公司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

其中123只预增，44只扭亏，15只

略增，4只续赢。主板三季报预喜

比例为36.76%。

虽然主板上市公司业绩预

告披露比率较小，尚不能完全反

映上市公司盈利情况，但窥一斑

知全豹，以中小创为代表的新兴

产业上市公司的三季度业绩预

告的预喜比例显著高于主板，业

绩更具优势。 在此背景下，预计

后市 “沪弱深强” 格局仍将延

续。

业绩增速两极分化严重

在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的

创业板上市公司中，预告净利润

同比增幅超过100%以上的个股

有71只，其中，天龙集团和星星

科 技 预 告 净 利 润 分 别 大 增

9343.86%和4447.68%， 旋极信

息、北京君正、东方财富和同花

顺 的 预 告 净 利 润 增 速 超 过

2000%，红宇新材、金龙机电、智

慧松德、国民技术和银之杰的预

告净利润增速超过1000%；与之

对比， 净利润同比降幅逾100%

的个股有33只，其中，华中数控、

太空板业、上海钢联和易世达的

净利润同比降幅超过1000%，迪

威视讯、劲胜精密、九洲电气、通

源石油和金亚科技的净利润同

比降幅在500%以上。

中小板上市公司中，三季度

预告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

以上的个股有130只，其中，牧原

股份和顺荣三七预告净利润大

增11013.58%和10720.59%，海

翔药业、冠福股份、华英农业等9

只 股 票 的 净 利 润 增 速 都 在

1000%以上；相比之下，净利润

同比降幅超过100%的股票有93

只，其中西部材料净利润增幅为

53125.18%， 东方锆业、 黑牛食

品、信隆实业等14只股票的净利

润预告同比下降1000%以上。

预告利润增幅显示，三季度

业绩增速改善明显的股票多分

布在计算机、电气设备、电子等

行业，反映这些行业景气度整体

向好，后市有望强者恒强。 此外，

创业板和中小板业绩增速出现

大举分化。 随着创业板步入前期

成交密集区， 继续上行压力增

大，只有业绩向好、真正具备成

长空间的品种才能更易获得资

金青睐，延续反弹态势。 从这一

点来看，三季报业绩成色将逐步

成为后市股票走势分化的分水

岭。

周涨

0.62%

沪综指站上60日均线

上周沪综指剧烈震荡探底

回升，周中一度急跌，之后快速

反弹，3400点失而复得， 周五收

盘站上60日均线。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沪综指延

续震荡格局；上周三突破60日均线

后引发获利盘回吐， 股指大幅下

挫，险守3300点；周四快速反弹，周

五延续升势，最终收报3412.43点。

上周沪综指周K线收出阳十字星，

全周上涨0.62%。 上周沪市成交额

环比前一周进一步放量。

随着获利盘的累积以及

3400点上方套牢盘和技术面压

力的显现，上周沪综指一度大幅

回调。 不过急跌快速释放了调整

压力，加上市场情绪较此前明显

改善、产业红利不断释放、十三

五规划引领市场主线、货币财政

政策双松，市场积极因素构筑较

强支撑，推动股指快速反弹。 上

周五沪综指收盘站上60日均线，

技术面释放积极信号，标志着行

情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周末央行

双降进一步印证货币宽松趋势，

流动性宽松格局延续，有助继续

夯实反弹通道。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

3400点上方压力较大，前期套牢

盘密集，因此后市股指上行必然

伴随震荡。 虽然市场信心有所恢

复， 但两次股灾后整体仍偏谨

慎， 获利回吐意愿仍然存在，这

也将加剧大涨之后的回调压力。

另外，去杠杆后增量资金短期难

以重回上半年高位，这也意味着

市场不会再现单边上涨的疯牛

行情。 政策面上，央行双降以及

重要会议对市场带来提振，但需

要留意利好消化后引发的阶段

性获利回吐。

总体来看， 四季度震荡上行

是大趋势，但短期随着利好因素的

逐步兑现，短期调整需求加大。 后

市反弹行情将在波动中前行，建议

波段操作，高抛低吸。（李波）

V型反转 创业板指周涨

3.65%

上周创业板指数剧烈波动，V型

反转， 周中急跌后展开报复性反弹，

继续刷新反弹新高，站稳2500点。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震荡整

理；周二震荡走高，站上2500点；

周三冲高后急速跳水 ， 大跌

6.63%； 周四快速反弹， 大涨

4.84%；周五延续升势上涨3.26%，

全面收复上周三失地， 再创反弹

新高，收报2538.38点。 由此，创业

板指数上周周涨幅为3.65%。

个股方面，潜能恒信、海伦

钢琴和暴风科技上周涨幅居前，

分别累计上涨61.06%、57.28%

和41.60%，华仁药业、乐金健康、

富春通信、 信息发展等其余9只

股票的周涨幅超过30%；相比之

下， 星河生物上周跌幅最大，为

10.37%，金龙机电、金盾股份、朗

科科技等5只股票跌幅超过8%。

创业板作为本轮反弹领头

羊，持续获得资金青睐，大跌后

快速反弹并刷新新高，凸显其强

势格局。 一方面，存量博弈格局

下，资金对于题材多、盘子小的

创业板股票格外偏爱，抱团取暖

导致创业板强者恒强。 另一方

面，改革创新和结构转型的大背

景下，新兴产业股票具备更大成

长空间， 享受更多改革红利，因

此更具吸引力。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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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市不排除剧烈震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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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伪存真，波段操作。（李波）

利好兑现 核能核电概念一周下跌

3.65%

在连续向上突破后，沪深两

市大盘上周波动幅度显著放大，

题材概念也出现分化。 其中在预

期兑现后，核能核电概念震荡回

落，一周下跌3.65%，跌幅在129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第二

位。 上周23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

分股中，仅有盾安环境、科新机

电、永兴特钢3只股票实现上涨，

分 别 上 涨 11.03% 、6.74% 和

0.34%。20只股票出现下跌，丹甫

股份周跌幅最大， 超过10%，达

到11.37%。佳电股份、久立特材、

吉电股份等12只股票跌幅超过

5%。

消息面上，中国广核集团董

事长贺禹和法国电力集团(EDF)

首席执行官莱维在伦敦正式签

订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的投资

协议。 其中，EDF及中广核主导

的中方联合体将分别占欣克利

角C项目66.5%及33.5%的股份。

中广核将在英国欣克利角

核电项目中投资60亿英镑。投资

协议还涉及双方在英国更为广

泛的合作，包括在塞兹韦尔和布

拉德维尔建设核电站，其中双方

将共同推进塞兹韦尔C项目和布

拉德韦尔B项目两大后续核电项

目。 布拉德韦尔B项目拟采用中

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

号” 。

分析人士指出， 此前中英签

订核电项目的预期升温， 核能核

电受到资金热捧， 成为最为火热

的主题。 不过伴随着预期利好兑

现，核电股震荡回落。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在核电出海、国内重启的

大背景下， 预计利好政策将维持

高频，核电市场空间广阔，震荡回

调后仍可关注。（徐伟平）

“健康中国”受捧 医药生物板块周涨

6.05％

上周伴随着“健康中国”概

念的火爆炒作，相关板块成为A股

市场中最为耀眼的明星，申万医药

生物指数一周上涨6.05%，遥遥领

先于其他行业。 概念涨幅榜上，健

康中国、生物识别、基因检测、民营

医院、养老产业、智慧医疗和医药

电商等板块均在涨幅榜前列。

个股来看，上周正常交易的

174只医药生物行业个股中，有

160只个股实现上涨。其中，华仁

药业、亚太药业、中恒集团和宜

华健康的涨幅均超过了30%，此

外还有包括九安医疗、戴维医疗

等在内的11只个股涨幅超过了

20%。相反，东诚药业下跌9.08%

跌幅最大，此外还有16只个股下

跌，但跌幅均未超过4%。

促使生物医药行业反弹的主

要原因在于健康中国概念的热炒。

据媒体报道，“健康中国” 有望写

入中央相关文件，成为“十三五”

重要焦点。 此外，2015首届肿瘤精

准医疗论坛将于10月底在北京会

议中心召开。今年9月初，国家卫计

委已全面启动《健康中国建设规

划（2016-2020年）》编制工作。

分析人士指出， 实际上，我

国人口结构的变迁、生活水平的

提高带来了“大健康” 板块诸多

机会，“健康中国” 概念深入每

个百姓的内心，而政策层面的预

期释放将激发资本市场热情，时

下热推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

谋而合。 预计相关板块的热潮将

获得资金的反复炒作。（张怡）

热点分布不均 短线仍有反复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复，沪指一

周微涨0.63%。尽管中小创、题材

股并行活跃，但沪指补缺和冲关

意愿并不坚定，说明当前指数回

稳未脱离技术补涨要求。笔者认

为， 反弹阶段性的间断表现，对

于权重股差异化走势，及市场量

能回补的延续，都需要伴随指数

每一阶段的上涨抬升，不断进行

修正和加强，预计本周指数盘中

仍有震荡，沪指重返3400的有效

性待夯实。 操作上，半仓持有灵

活应对。

上周指数的盘中上涨并无

明显趋势性特征，创业板大幅震

荡左右短期投资波动情绪。两市

热点主要跟随消息面引导，市场

反弹仍以题材股盛行为主。来自

wind的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盘

面表现中，受“健康中国” 有望

升级国家战略消息刺激，健康中

国指数（周涨幅16.08%）一跃成

为一周概念性板块领涨先锋，跟

随其后的生物识别、在线教育和

基因检测指数涨幅超过10%。 再

看两市行业板块，教育指数和医

疗保健指数涨势明显，一周涨幅

分别为20.18%和16.25%， 但这

两类品种均属二三线类板块，其

他行业板块涨幅则均不及7%，

两市单一性上涨特征突出。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上周沪

指三攻3400点后旋即回落，上周

五冲关有效性仍待确认。 日K线

显示， 沪指攀至中期均线后，股

指重心有所上移，但热点波动性

和量能回补缓慢节奏，说明场外

观望资金并未建立起良好的参

与信心。

下一步的市场反弹在风口

博弈的过程中，需要梳理出更为

清晰的领涨主线，中小创股为主

的成长股对指数拉升影响有限，

沪指十日均线是强弱分界的关

键位置。 在市场反弹节奏并未形

成全面快速提升之时，操作策略

方面不妨坚守灵活机制，半仓之

下持有低价绩优的成长股。

后期市场振幅料将加剧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延续国庆后趋势，上周A股

继续震荡走高。期间尽管周三市

场一度大幅下挫，但其并未改变

两市上行格局，周四后市场连续

中阳反弹，周五收盘沪综指重回

3400点上方，而深成指则再次站

上60日均线并创本轮上涨以来

新高。

对于后期，笔者认为从市场

自身运行看，在支撑当前A股反

弹的核心逻辑依然成立的情况

下， 沪深两市短期向好趋势不

变，但随着沪深指数逼近前期成

交密集期以及盘面炒作氛围为

进一步增强，市场风险同样在逐

步增加。

就逻辑层面分析，国内乃至

全球的货币宽松政策使得市场整

体无风险收益率持续走低， 并导

致“资产配置荒”出现，股票市场

作为风险资产在资金宽松的背景

下出现回升也是一种必然。 而就

目前的情况看， 无论是市场风险

偏好，还是资金利率的下行，其当

前依然朝着利于股票市场运行的

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

A股短期向好趋势不变。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市

场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一

方面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着沪

深指数逼近7-8月份整理平台的

成交密集期，其面临的压力无疑

将明显增大，结合当前国内疲弱

的宏观经济分析，笔者认为沪深

指数想要顺利突破仍需更多有

利因素支持。另一方面近期市场

以热点题材炒作为主，尽管盘面

个股的活跃有助于维系人气，但

过于浓厚的炒作氛围显然不利

于市场稳定健康运行，一旦没有

新的热点跟进或引发监管层出

手，其往往将对市场整体运行形

成冲击。

A股在支撑本轮上涨核心

逻辑依然成立的情况下，沪深两

市短期乐观格局料仍将延续，但

沪综指3400点上方较强的压力

以及当前盘面浓厚的炒作氛围

决定了未来一段市场运行将不

会一帆风顺，振幅加剧，风险与

机会同存或将是后期A股的主

要特征。

双降利好推动冲高震荡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震荡，周

三因获利盘回吐引发宽幅震荡，

随后股指快速回稳并基本收复

失地。周末，央行宣布降准降息，

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有望推动行

情继续冲高震荡， 反弹仍在途

中。 此外，随着本周五中全会召

开和“十三五” 规划的热议，投

资者应关注政策面动态及相关

题材性机会。

首先，从上周市场表现看，多

空在3400点一线分歧较大并呈

现以下特点。 一是场内机构有进

退交替， 部分低位建仓获利丰厚

的机构冲高离场、兑现收益，而部

分前期低仓位的机构则快速进

场，接棒“坐轿” 。 二是行情冲高

时机构离场为主。 统计表明近两

周市场机构减持力度较大， 主力

资金以净流出为主。 同时投保基

金网站显示前周银证转账资金净

流出330亿元， 说明目前以存量

资金博弈为主。 三是本周沪深两

市日均成交量高达1万亿元，在当

前2.2万亿存量资金以及1万亿融

资余额的背景下， 这一成交水平

已经很大，换手率极高，反映出当

前机构的短线心态和高换手率。

四是市场的结构性分化严重，沪

深两个市场的交易量差距越拉越

大，深市甚至超过沪市50%，说明

短线资金重点在中小市值及题材

股当中，结构性分化加剧，热点轮

动迅速。从上周走势结果看，多方

仍胜出一筹。

随着周末央行再次降准降

息， 有望向市场新增流动性约

7000亿元，虽然从投向上主要是

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扶持“三

农” 和小微企业、创新性企业的

发展，但对资本市场显然也有利

好作用。 在此消息激励下，本周

A股有望继续冲高，挑战3500点

关口。 此外，本周起十八届五中

全会召开，“十三五” 规划也将

受到热议，这是决定未来五年国

家经济建设重点发展领域和方

向的纲领性文件。 投资者也应密

切关注政策动态，把握挖掘其中

的政策亮点和题材性机会。

当然从预期看，本周可能是

年末最有利的阶段， 因此冲高后

需关注机构是否借利好集中出

货。另外在短线新高突破后，技术

指标将呈现日线级别的顶背离走

势，未来宽幅震荡将会加大。

中小板三季度预告业绩增速居前的股票

201只中小创股票三季报预告业绩翻番

□本报记者 李波

目前，创业板和中小板三季

报预告已经基本披露完毕，业绩

预喜比例显著高于主板。 据最新

数据，创业板和中小板分别有71

家和130家公司三季度预告净利

润同比增速超过100%， 与此同

时， 净利润同比降幅超过100%

的上市公司分别有33和93家。从

行业分布来看，业绩增速改善明

显的股票多分布在计算机、电气

设备、电子等行业。 总体来看，以

中小创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股票

三季度盈利整体向好，分化也较

为明显。 预计A股后市沪弱深强

格局将延续，品种分化也将进一

步加剧。

中小创业绩预告优于主板

根据最新数据，主板三季报

业绩预告披露比例仅为不到三

分之一，但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

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告已基本披

露完毕。 近期反弹过程中，中小

创持续跑赢主板，除了资金偏好

和改革红利之外，三季度整体向

好的业绩预告也形成有力支撑。

据Wind资讯统计， 截至10

月25日，767只中小板上市公司

中，有764家披露了业绩预告。其

中，155只预增，110只续赢，216

只略增，34只扭亏；54只预减，89

只略减，34只续亏，68只首亏，4

只不确定。 以此测算，中小板三

季报预喜比例为67.41%。

与此同时， 在484只创业板

上市公司中， 有481家披露业绩

预告。 其中，114只预增，9只扭

亏，171只略增，17只续赢；38只

预减，93只略减，9只续亏，30只

首亏。 由此测算的创业板三季报

预喜比例为64.66%。

另外，剔除中小板的1632家

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中， 有506家

上市公司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

其中123只预增，44只扭亏，15只

略增，4只续赢。主板三季报预喜

比例为36.76%。

虽然主板上市公司业绩预

告披露比率较小，尚不能完全反

映上市公司盈利情况，但窥一斑

知全豹，以中小创为代表的新兴

产业上市公司的三季度业绩预

告的预喜比例显著高于主板，业

绩更具优势。 在此背景下，预计

后市 “沪弱深强” 格局仍将延

续。

业绩增速两极分化严重

在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的

创业板上市公司中，预告净利润

同比增幅超过100%以上的个股

有71只，其中，天龙集团和星星

科 技 预 告 净 利 润 分 别 大 增

9343.86%和4447.68%， 旋极信

息、北京君正、东方财富和同花

顺 的 预 告 净 利 润 增 速 超 过

2000%，红宇新材、金龙机电、智

慧松德、国民技术和银之杰的预

告净利润增速超过1000%；与之

对比， 净利润同比降幅逾100%

的个股有33只，其中，华中数控、

太空板业、上海钢联和易世达的

净利润同比降幅超过1000%，迪

威视讯、劲胜精密、九洲电气、通

源石油和金亚科技的净利润同

比降幅在500%以上。

中小板上市公司中，三季度

预告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

以上的个股有130只，其中，牧原

股份和顺荣三七预告净利润大

增11013.58%和10720.59%，海

翔药业、冠福股份、华英农业等9

只 股 票 的 净 利 润 增 速 都 在

1000%以上；相比之下，净利润

同比降幅超过100%的股票有93

只，其中西部材料净利润增幅为

53125.18%， 东方锆业、 黑牛食

品、信隆实业等14只股票的净利

润预告同比下降1000%以上。

预告利润增幅显示，三季度

业绩增速改善明显的股票多分

布在计算机、电气设备、电子等

行业，反映这些行业景气度整体

向好，后市有望强者恒强。 此外，

创业板和中小板业绩增速出现

大举分化。 随着创业板步入前期

成交密集区， 继续上行压力增

大，只有业绩向好、真正具备成

长空间的品种才能更易获得资

金青睐，延续反弹态势。 从这一

点来看，三季报业绩成色将逐步

成为后市股票走势分化的分水

岭。

周涨

0.62%

沪综指站上60日均线

上周沪综指剧烈震荡探底

回升，周中一度急跌，之后快速

反弹，3400点失而复得， 周五收

盘站上60日均线。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沪综指延

续震荡格局；上周三突破60日均线

后引发获利盘回吐， 股指大幅下

挫，险守3300点；周四快速反弹，周

五延续升势，最终收报3412.43点。

上周沪综指周K线收出阳十字星，

全周上涨0.62%。 上周沪市成交额

环比前一周进一步放量。

随着获利盘的累积以及

3400点上方套牢盘和技术面压

力的显现，上周沪综指一度大幅

回调。 不过急跌快速释放了调整

压力，加上市场情绪较此前明显

改善、产业红利不断释放、十三

五规划引领市场主线、货币财政

政策双松，市场积极因素构筑较

强支撑，推动股指快速反弹。 上

周五沪综指收盘站上60日均线，

技术面释放积极信号，标志着行

情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周末央行

双降进一步印证货币宽松趋势，

流动性宽松格局延续，有助继续

夯实反弹通道。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

3400点上方压力较大，前期套牢

盘密集，因此后市股指上行必然

伴随震荡。 虽然市场信心有所恢

复， 但两次股灾后整体仍偏谨

慎， 获利回吐意愿仍然存在，这

也将加剧大涨之后的回调压力。

另外，去杠杆后增量资金短期难

以重回上半年高位，这也意味着

市场不会再现单边上涨的疯牛

行情。 政策面上，央行双降以及

重要会议对市场带来提振，但需

要留意利好消化后引发的阶段

性获利回吐。

总体来看， 四季度震荡上行

是大趋势，但短期随着利好因素的

逐步兑现，短期调整需求加大。 后

市反弹行情将在波动中前行，建议

波段操作，高抛低吸。（李波）

V型反转 创业板指周涨

3.65%

上周创业板指数剧烈波动，V型

反转， 周中急跌后展开报复性反弹，

继续刷新反弹新高，站稳2500点。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震荡整

理；周二震荡走高，站上2500点；

周三冲高后急速跳水 ， 大跌

6.63%； 周四快速反弹， 大涨

4.84%；周五延续升势上涨3.26%，

全面收复上周三失地， 再创反弹

新高，收报2538.38点。 由此，创业

板指数上周周涨幅为3.65%。

个股方面，潜能恒信、海伦

钢琴和暴风科技上周涨幅居前，

分别累计上涨61.06%、57.28%

和41.60%，华仁药业、乐金健康、

富春通信、 信息发展等其余9只

股票的周涨幅超过30%；相比之

下， 星河生物上周跌幅最大，为

10.37%，金龙机电、金盾股份、朗

科科技等5只股票跌幅超过8%。

创业板作为本轮反弹领头

羊，持续获得资金青睐，大跌后

快速反弹并刷新新高，凸显其强

势格局。 一方面，存量博弈格局

下，资金对于题材多、盘子小的

创业板股票格外偏爱，抱团取暖

导致创业板强者恒强。 另一方

面，改革创新和结构转型的大背

景下，新兴产业股票具备更大成

长空间， 享受更多改革红利，因

此更具吸引力。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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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市不排除剧烈震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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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伪存真，波段操作。（李波）

利好兑现 核能核电概念一周下跌

3.65%

在连续向上突破后，沪深两

市大盘上周波动幅度显著放大，

题材概念也出现分化。 其中在预

期兑现后，核能核电概念震荡回

落，一周下跌3.65%，跌幅在129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第二

位。 上周23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

分股中，仅有盾安环境、科新机

电、永兴特钢3只股票实现上涨，

分 别 上 涨 11.03% 、6.74% 和

0.34%。20只股票出现下跌，丹甫

股份周跌幅最大， 超过10%，达

到11.37%。佳电股份、久立特材、

吉电股份等12只股票跌幅超过

5%。

消息面上，中国广核集团董

事长贺禹和法国电力集团(EDF)

首席执行官莱维在伦敦正式签

订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的投资

协议。 其中，EDF及中广核主导

的中方联合体将分别占欣克利

角C项目66.5%及33.5%的股份。

中广核将在英国欣克利角

核电项目中投资60亿英镑。投资

协议还涉及双方在英国更为广

泛的合作，包括在塞兹韦尔和布

拉德维尔建设核电站，其中双方

将共同推进塞兹韦尔C项目和布

拉德韦尔B项目两大后续核电项

目。 布拉德韦尔B项目拟采用中

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

号” 。

分析人士指出， 此前中英签

订核电项目的预期升温， 核能核

电受到资金热捧， 成为最为火热

的主题。 不过伴随着预期利好兑

现，核电股震荡回落。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在核电出海、国内重启的

大背景下， 预计利好政策将维持

高频，核电市场空间广阔，震荡回

调后仍可关注。（徐伟平）

“健康中国”受捧 医药生物板块周涨

6.05％

上周伴随着“健康中国”概

念的火爆炒作，相关板块成为A股

市场中最为耀眼的明星，申万医药

生物指数一周上涨6.05%，遥遥领

先于其他行业。 概念涨幅榜上，健

康中国、生物识别、基因检测、民营

医院、养老产业、智慧医疗和医药

电商等板块均在涨幅榜前列。

个股来看，上周正常交易的

174只医药生物行业个股中，有

160只个股实现上涨。其中，华仁

药业、亚太药业、中恒集团和宜

华健康的涨幅均超过了30%，此

外还有包括九安医疗、戴维医疗

等在内的11只个股涨幅超过了

20%。相反，东诚药业下跌9.08%

跌幅最大，此外还有16只个股下

跌，但跌幅均未超过4%。

促使生物医药行业反弹的主

要原因在于健康中国概念的热炒。

据媒体报道，“健康中国” 有望写

入中央相关文件，成为“十三五”

重要焦点。 此外，2015首届肿瘤精

准医疗论坛将于10月底在北京会

议中心召开。今年9月初，国家卫计

委已全面启动《健康中国建设规

划（2016-2020年）》编制工作。

分析人士指出， 实际上，我

国人口结构的变迁、生活水平的

提高带来了“大健康” 板块诸多

机会，“健康中国” 概念深入每

个百姓的内心，而政策层面的预

期释放将激发资本市场热情，时

下热推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

谋而合。 预计相关板块的热潮将

获得资金的反复炒作。（张怡）

热点分布不均 短线仍有反复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复，沪指一

周微涨0.63%。尽管中小创、题材

股并行活跃，但沪指补缺和冲关

意愿并不坚定，说明当前指数回

稳未脱离技术补涨要求。笔者认

为， 反弹阶段性的间断表现，对

于权重股差异化走势，及市场量

能回补的延续，都需要伴随指数

每一阶段的上涨抬升，不断进行

修正和加强，预计本周指数盘中

仍有震荡，沪指重返3400的有效

性待夯实。 操作上，半仓持有灵

活应对。

上周指数的盘中上涨并无

明显趋势性特征，创业板大幅震

荡左右短期投资波动情绪。两市

热点主要跟随消息面引导，市场

反弹仍以题材股盛行为主。来自

wind的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盘

面表现中，受“健康中国” 有望

升级国家战略消息刺激，健康中

国指数（周涨幅16.08%）一跃成

为一周概念性板块领涨先锋，跟

随其后的生物识别、在线教育和

基因检测指数涨幅超过10%。 再

看两市行业板块，教育指数和医

疗保健指数涨势明显，一周涨幅

分别为20.18%和16.25%， 但这

两类品种均属二三线类板块，其

他行业板块涨幅则均不及7%，

两市单一性上涨特征突出。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上周沪

指三攻3400点后旋即回落，上周

五冲关有效性仍待确认。 日K线

显示， 沪指攀至中期均线后，股

指重心有所上移，但热点波动性

和量能回补缓慢节奏，说明场外

观望资金并未建立起良好的参

与信心。

下一步的市场反弹在风口

博弈的过程中，需要梳理出更为

清晰的领涨主线，中小创股为主

的成长股对指数拉升影响有限，

沪指十日均线是强弱分界的关

键位置。 在市场反弹节奏并未形

成全面快速提升之时，操作策略

方面不妨坚守灵活机制，半仓之

下持有低价绩优的成长股。

后期市场振幅料将加剧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延续国庆后趋势，上周A股

继续震荡走高。期间尽管周三市

场一度大幅下挫，但其并未改变

两市上行格局，周四后市场连续

中阳反弹，周五收盘沪综指重回

3400点上方，而深成指则再次站

上60日均线并创本轮上涨以来

新高。

对于后期，笔者认为从市场

自身运行看，在支撑当前A股反

弹的核心逻辑依然成立的情况

下， 沪深两市短期向好趋势不

变，但随着沪深指数逼近前期成

交密集期以及盘面炒作氛围为

进一步增强，市场风险同样在逐

步增加。

就逻辑层面分析，国内乃至

全球的货币宽松政策使得市场整

体无风险收益率持续走低， 并导

致“资产配置荒”出现，股票市场

作为风险资产在资金宽松的背景

下出现回升也是一种必然。 而就

目前的情况看， 无论是市场风险

偏好，还是资金利率的下行，其当

前依然朝着利于股票市场运行的

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

A股短期向好趋势不变。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市

场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一

方面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着沪

深指数逼近7-8月份整理平台的

成交密集期，其面临的压力无疑

将明显增大，结合当前国内疲弱

的宏观经济分析，笔者认为沪深

指数想要顺利突破仍需更多有

利因素支持。另一方面近期市场

以热点题材炒作为主，尽管盘面

个股的活跃有助于维系人气，但

过于浓厚的炒作氛围显然不利

于市场稳定健康运行，一旦没有

新的热点跟进或引发监管层出

手，其往往将对市场整体运行形

成冲击。

A股在支撑本轮上涨核心

逻辑依然成立的情况下，沪深两

市短期乐观格局料仍将延续，但

沪综指3400点上方较强的压力

以及当前盘面浓厚的炒作氛围

决定了未来一段市场运行将不

会一帆风顺，振幅加剧，风险与

机会同存或将是后期A股的主

要特征。

双降利好推动冲高震荡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震荡，周

三因获利盘回吐引发宽幅震荡，

随后股指快速回稳并基本收复

失地。周末，央行宣布降准降息，

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有望推动行

情继续冲高震荡， 反弹仍在途

中。 此外，随着本周五中全会召

开和“十三五” 规划的热议，投

资者应关注政策面动态及相关

题材性机会。

首先，从上周市场表现看，多

空在3400点一线分歧较大并呈

现以下特点。 一是场内机构有进

退交替， 部分低位建仓获利丰厚

的机构冲高离场、兑现收益，而部

分前期低仓位的机构则快速进

场，接棒“坐轿” 。 二是行情冲高

时机构离场为主。 统计表明近两

周市场机构减持力度较大， 主力

资金以净流出为主。 同时投保基

金网站显示前周银证转账资金净

流出330亿元， 说明目前以存量

资金博弈为主。 三是本周沪深两

市日均成交量高达1万亿元，在当

前2.2万亿存量资金以及1万亿融

资余额的背景下， 这一成交水平

已经很大，换手率极高，反映出当

前机构的短线心态和高换手率。

四是市场的结构性分化严重，沪

深两个市场的交易量差距越拉越

大，深市甚至超过沪市50%，说明

短线资金重点在中小市值及题材

股当中，结构性分化加剧，热点轮

动迅速。从上周走势结果看，多方

仍胜出一筹。

随着周末央行再次降准降

息， 有望向市场新增流动性约

7000亿元，虽然从投向上主要是

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扶持“三

农” 和小微企业、创新性企业的

发展，但对资本市场显然也有利

好作用。 在此消息激励下，本周

A股有望继续冲高，挑战3500点

关口。 此外，本周起十八届五中

全会召开，“十三五” 规划也将

受到热议，这是决定未来五年国

家经济建设重点发展领域和方

向的纲领性文件。 投资者也应密

切关注政策动态，把握挖掘其中

的政策亮点和题材性机会。

当然从预期看，本周可能是

年末最有利的阶段， 因此冲高后

需关注机构是否借利好集中出

货。另外在短线新高突破后，技术

指标将呈现日线级别的顶背离走

势，未来宽幅震荡将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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