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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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57.SZ

恒泰艾普

2015-11-9 854.67 48,481.99 11,288.2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70.SZ

汉得信息

2015-11-9 266.20 61,840.85 20,519.01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225.SZ

濮耐股份

2015-11-9 1,770.92 56,964.25 32,041.6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11.SZ

九九久

2015-11-9 1,583.04 28,350.17 6,479.83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0393.SH

东华实业

2015-11-9 1,000.00 29,950.50 49.5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3011.SH

合锻股份

2015-11-9 5,285.00 9,785.00 8,16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16.SZ

千山药机

2015-11-9 87.16 26,183.50 9,959.9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170.SH

上海建工

2015-11-9 106,506.02 575,526.24 18,795.1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133.SZ

广宇集团

2015-11-9 14,285.71 63,482.39 13,932.0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65.SZ

湖北广电

2015-11-9 2,138.46 21,134.50 42,487.2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28.SZ

中钢国际

2015-11-9 10,624.79 38,914.69 25,341.5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40.SZ

中天城投

2015-11-9 249.69 321,577.87 108,991.5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117.SZ

东港股份

2015-11-9 151.92 36,372.00 8.6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0671.SZ

阳光城

2015-11-10 57,117.75 320,790.43 5,224.6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145.SZ

中核钛白

2015-11-10 4,007.08 25,806.15 27,758.3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91.SZ

华录百纳

2015-11-10 4,915.31 47,089.31 23,764.5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57.SH

象屿股份

2015-11-11 12,348.72 55,332.72 48,292.3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95.SZ

长荣股份

2015-11-11 17,147.40 30,046.33 3,883.62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1700.SH

风范股份

2015-11-11 1,054.58 112,269.08 1,055.63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3088.SH

宁波精达

2015-11-11 500.00 2,500.00 5,5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40.SZ

跨境通

2015-11-11 7,296.45 36,639.20 26,901.2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88.SH

用友网络

2015-11-12 408.84 140,159.83 5,799.3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0407.SZ

胜利股份

2015-11-12 1,654.30 66,144.70 11,260.1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78.SZ

章源钨业

2015-11-12 6,774.01 92,416.7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89.SZ

宇顺电子

2015-11-12 2,009.08 14,567.61 4,115.9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705.SZ

浙江震元

2015-11-12 920.59 28,193.04 5,219.2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26.SZ

永太科技

2015-11-13 11,355.97 53,287.74 26,582.5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889.SZ

茂业通信

2015-11-13 10,681.40 44,534.09 17,648.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62.SZ

京威股份

2015-11-13 1,393.00 40,242.36 34,757.6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3500-3750

点

下周热点 创业板

、

补涨股

、

券商股

下周焦点 经济数据及成交量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500-3700

点

下周热点 金融股

、

成长股

下周焦点 改革推进情况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3500-3750

点

下周热点 铁路基建

下周焦点 券商

、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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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77.SH

兴业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1016790.8194 33.15 18.38

601788.SH

光大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908189.9880 33.12 12.03

600958.SH

东方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844651.0649 33.06 35.96

601901.SH

方正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786312.1142 33.11 14.05

002673.SZ

西部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707482.3896 33.08 12.05

002500.SZ

山西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686597.8508 31.55 18.64

300085.SZ

银之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589966.5569 33.09 46.34

600446.SH

金证股份 振幅值达

15% 2015-11-2 578270.5305 -7.44 16.63

002002.SZ

鸿达兴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 560667.5978 -22.67 49.94

002002.SZ

鸿达兴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4 547479.6260 -4.52 48.87

002002.SZ

鸿达兴业 换手率达

20% 2015-11-4 547479.6260 -4.52 48.87

000025.SZ

特力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503451.5740 -12.34 36.18

600654.SH

中安消 振幅值达

15% 2015-11-5 496530.9673 4.04 20.67

601099.SH

太平洋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6 465590.9119 10.04 14.29

000776.SZ

广发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6 426653.6656 10.00 3.82

600061.SH

国投安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415376.9595 33.07 42.25

601198.SH

东兴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389919.7213 33.04 35.32

002673.SZ

西部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6 379806.9714 9.98 6.03

601377.SH

兴业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5 378764.2266 10.04 6.85

300191.SZ

潜能恒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30 326603.3922 -20.68 35.50

000686.SZ

东北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6 315813.6560 10.02 10.44

002002.SZ

鸿达兴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5 304774.1829 -10.00 28.47

002002.SZ

鸿达兴业 换手率达

20% 2015-11-5 304774.1829 -10.00 28.47

002466.SZ

天齐锂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29 288996.9839 19.66 21.54

002736.SZ

国信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6 288975.8738 10.03 11.99

002500.SZ

山西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6 272854.8480 10.02 7.04

002699.SZ

美盛文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272517.7924 33.10 16.10

600755.SH

厦门国贸 振幅值达

15% 2015-11-6 254112.3149 6.48 15.72

300418.SZ

昆仑万维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5 253976.5303 -10.00 26.17

002175.SZ

东方网络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3 245325.4083 27.58 26.00

002445.SZ

中南重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30 244937.7613 18.93 20.30

000750.SZ

国海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6 236084.7181 10.00 7.77

000938.SZ

紫光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5 235451.8575 10.00 10.68

000592.SZ

平潭发展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6 224054.8013 10.01 11.73

300085.SZ

银之杰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5 217361.7129 9.99 17.21

300498.SZ

温氏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3 214283.1750 10.00 8.31

000025.SZ

特力

A

振幅值达

15% 2015-11-4 205420.9255 0.85 14.39

002506.SZ

协鑫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2 204533.5250 -10.02 7.77

603818.SH

曲美家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3 186720.9218 29.84 85.56

002043.SZ

兔宝宝 振幅值达

15% 2015-11-3 184464.2811 -6.26 23.72

300498.SZ

温氏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4 184158.9708 -2.37 7.29

300074.SZ

华平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11-6 183885.7312 2.72 31.62

300369.SZ

绿盟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30 179307.2064 21.85 39.59

000753.SZ

漳州发展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177260.5819 33.03 31.53

000025.SZ

特力

A

振幅值达

15% 2015-11-3 176505.9866 3.97 12.18

000905.SZ

厦门港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4 169856.4467 33.08 21.24

002702.SZ

海欣食品 换手率达

20% 2015-11-4 169653.0989 2.54 45.26

002067.SZ

景兴纸业 振幅值达

15% 2015-11-6 165498.4268 5.05 14.57

000697.SZ

炼石有色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3 165119.6283 10.00 17.90

600626.SH

申达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29 164758.8870 29.70 14.69

002166.SZ

莱茵生物 换手率达

20% 2015-11-6 160373.1044 8.42 35.00

000760.SZ

斯太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0-30 159327.9495 20.99 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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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5 14.38 2.13 14.12 9,100.00 130,858.00

000002.SZ

万科

A 2015-11-4 14.50 6.15 14.08 5,836.02 84,622.31

000002.SZ

万科

A 2015-11-2 14.50 6.07 13.56 4,137.90 59,999.55

000002.SZ

万科

A 2015-11-4 14.50 6.15 14.08 3,129.40 45,376.30

000050.SZ

深天马

A 2015-11-3 17.54 -1.46 17.23 1,409.07 24,715.14

600522.SH

中天科技

2015-11-6 20.57 -0.19 21.21 1,000.00 20,570.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1-5 28.60 0.00 29.48 600.00 17,160.00

002129.SZ

中环股份

2015-11-3 11.93 -4.48 12.33 1,435.00 17,119.55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1-4 27.74 1.61 28.60 600.00 16,644.00

002143.SZ

印纪传媒

2015-11-3 23.70 -8.85 27.59 699.99 16,589.76

002030.SZ

达安基因

2015-11-2 40.54 -9.99 41.81 398.88 16,170.58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1-6 31.46 6.72 32.43 500.00 15,730.00

002129.SZ

中环股份

2015-11-3 11.93 -4.48 12.33 1,250.00 14,912.50

000150.SZ

宜华健康

2015-11-4 36.78 6.55 37.91 394.18 14,497.94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5-11-4 15.95 0.00 16.73 822.29 13,115.53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11-5 7.87 -9.95 8.86 1,600.00 12,592.00

002030.SZ

达安基因

2015-11-4 40.54 -1.48 45.27 305.66 12,391.59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5-11-4 15.95 0.00 16.73 705.74 11,256.55

002340.SZ

格林美

2015-11-4 13.76 2.23 14.19 800.00 11,008.00

002354.SZ

天神娱乐

2015-11-6 83.71 -10.00 96.88 125.82 10,532.39

002509.SZ

天广消防

2015-11-6 14.30 -5.67 15.56 720.00 10,296.00

002064.SZ

华峰氨纶

2015-11-3 5.60 -2.78 5.74 1,800.00 10,080.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1-2 26.86 -7.70 27.69 362.71 9,742.39

002426.SZ

胜利精密

2015-11-3 19.35 -3.25 20.05 500.00 9,675.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1-6 31.46 6.72 32.43 300.00 9,438.00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5-11-6 16.63 0.00 16.98 566.30 9,417.57

002509.SZ

天广消防

2015-11-6 14.30 -5.67 15.56 630.00 9,009.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11-6 4.17 -1.65 4.25 2,000.00 8,340.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11-5 4.16 2.46 4.24 2,000.00 8,320.00

600383.SH

金地集团

2015-11-6 12.24 0.00 12.17 660.00 8,078.40

002426.SZ

胜利精密

2015-11-4 20.66 3.04 21.30 380.00 7,850.80

300004.SZ

南风股份

2015-11-4 26.00 6.12 26.72 281.39 7,316.14

002712.SZ

思美传媒

2015-11-5 97.64 10.00 89.01 73.28 7,155.06

002138.SZ

顺络电子

2015-11-5 12.28 -7.25 13.06 580.00 7,122.40

300296.SZ

利亚德

2015-11-4 19.75 -5.00 21.83 353.36 6,978.80

000776.SZ

广发证券

2015-11-6 17.90 0.00 19.69 385.00 6,891.50

002255.SZ

海陆重工

2015-11-3 8.89 -10.02 9.68 730.00 6,489.70

603006.SH

联明股份

2015-11-2 40.00 -3.61 42.30 160.00 6,400.00

002354.SZ

天神娱乐

2015-11-6 83.71 -10.00 96.88 74.18 6,209.61

000987.SZ

广州友谊

2015-11-6 23.99 -4.99 26.27 250.00 5,997.50

002712.SZ

思美传媒

2015-11-6 80.11 -10.00 94.85 73.00 5,848.03

300091.SZ

金通灵

2015-11-3 29.20 -3.79 29.20 200.00 5,840.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1-5 28.60 0.00 29.48 200.00 5,720.00

300006.SZ

莱美药业

2015-11-4 28.50 -4.97 32.16 200.00 5,700.00

002712.SZ

思美传媒

2015-11-3 94.59 10.00 84.26 60.00 5,675.40

002138.SZ

顺络电子

2015-11-5 12.28 -7.25 13.06 458.70 5,632.84

603006.SH

联明股份

2015-11-6 40.00 1.86 43.20 140.00 5,600.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1-4 27.74 1.61 28.60 200.00 5,548.00

002138.SZ

顺络电子

2015-11-4 12.58 1.45 13.24 440.00 5,535.20

000989.SZ

九芝堂

2015-11-4 25.00 0.00 26.32 211.42 5,285.51

002138.SZ

顺络电子

2015-11-4 12.58 1.45 13.24 403.70 5,078.55

000786.SZ

北新建材

2015-11-4 11.17 -9.99 13.02 440.00 4,914.80

上周创新高股票股价分布

上周涨幅居前的股票

上周创历史新高的股票

市场预期好转 非银金融板块周涨

18.77%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先抑后

扬， 市场情绪也出现明显好转。

在此背景下，前期表现低迷的非

银金融板块强势崛起，掀起涨停

潮，一周上涨18.77%，涨幅在28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位居首位。 上

周38只正常交易的成分股均实

现上涨，其中太平洋、方正证券、

西部证券、兴业证券和东北证券

涨幅超过30%， 分别为33.25%、

33.11% 、31.90% 、30.35% 和

30.21% 。 22只股票涨幅超过

20%，33只股票涨幅超过10%。

9月份伴随着市场交易量的

萎缩、两融规模下降、季末资产

价值重估造成9月券商股的业绩

低点，10月以来保证金规模及融

资融券规模持续提升，券商板块

业绩将迎来阶段性拐点。 从估值

角度来看，券商板块目前的PB为

2.6倍， 估值处于震荡期估值中

枢，此前也是2015年跌幅最大的

板块， 而随着指数上涨并企稳，

IPO即将重启， 市场预期出现好

转，这也将有助于提升券商板块

业绩和估值水平。

分析人士指出，从支持资本

市场改革的角度看，3-5年内将

是证券行业跨越式发展的转型

期，金融改革将为券商提供一个

优秀的发展平台，新三板、场外

市场、创新式衍生品、结构化产

品等，都将为券商提供非常好的

发展机遇。 而在市场环境整体转

好的基础下，券商ROE有望整体

步入上升新周期。 (徐伟平)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周涨跌幅

（%）

所属概念板块[交易日期]�最新

002668.SZ

奥马电器 家用电器

61.0480

互联网金融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002166.SZ

莱茵生物 医药生物

58.8175

生物疫苗

;

高送转概念

;

国家队

;

超涨

;

预增

;

预减

;

高送转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0567.SZ

海德股份 房地产

55.2909

海南旅游岛

;

三沙

;

超涨

;

预增

;

预减

603601.SH

再升科技 化工

49.5261

高送转概念

;

小盘绩优

;

超涨

;

预增

;

预减

;

高送转

603997.SH

继峰股份 汽车

49.2324

超涨

002600.SZ

江粉磁材 有色金属

48.1732

重组

;

稀土永磁

;

高送转概念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722.SZ

金轮股份 机械设备

46.4040

重组

;

装饰园林

;

员工持股

;

超涨

;

预增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357.SZ

富临运业 交通运输

46.3439

参股金融

;

民营银行

;

员工持股

;

国家队

;

超涨

;

高送转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175.SZ

东方网络 机械设备

44.0764

文化传媒概念

(Wind);

智能电视

;

员工持股

;IP

流量变现

;

超涨

;

预增

;

预减

;

高送转

600661.SH

新南洋 传媒

43.3566

在线教育

;

职业教育

;

高校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预增

600061.SH

国投安信 化工

43.0084

央企

;

浦东新区

;

超涨

;

预增

300085.SZ

银之杰 计算机

42.7361

互联网金融

;

高送转概念

;

超涨

;

超跌

;

预增

;

高送转

002355.SZ

兴民钢圈 汽车

42.4628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预减

603818.SH

曲美家居 轻工制造

40.5816

高送转概念

;

超涨

;

高送转

300444.SZ

双杰电气 电气设备

39.8864

智能电网

;

高送转概念

;

国家队

;

证金概念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300442.SZ

普丽盛 机械设备

37.5725

小盘绩优

;

超涨

;

超跌

;

预减

300419.SZ

浩丰科技 计算机

34.6495

重组

;

质押式回购

;

小盘绩优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300374.SZ

恒通科技 建筑材料

34.2198

建筑节能

;

高送转概念

;

国家队

;

证金概念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002738.SZ

中矿资源 采掘

33.6964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300448.SZ

浩云科技 计算机

33.6857

安防监控

;

质押式回购

;

小盘绩优

;

超涨

;

超跌

002466.SZ

天齐锂业 有色金属

33.6446

锂电池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预增

600456.SH

宝钛股份 有色金属

33.3520

国家队

;

证金概念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601099.SH

太平洋 非银金融

33.2471

质押式回购

;

融资融券标的

;

基金减持

;

超涨

300277.SZ

海联讯 计算机

33.1247

智能电网

;

重组

;

国家队

;

举牌

;

超涨

601901.SH

方正证券 非银金融

33.1072

国家队

;

证金概念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预增

002699.SZ

美盛文化 纺织服装

33.1000

迪士尼

;

网络游戏

;

文化传媒概念

(Wind);

二胎政策

;

高送转概念

;IP

流量变现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0905.SZ

厦门港务 交通运输

32.5064

福建自贸区

;

一带一路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002659.SZ

中泰桥梁 建筑装饰

32.4538

职业教育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预减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300249.SZ

依米康 家用电器

32.2827

重组

;

员工持股

;

超涨

;

预增

002673.SZ

西部证券 非银金融

31.8990

高送转概念

;

国家队

;

融资融券标的

;

基金减持

;

大盘蓝筹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002715.SZ

登云股份 汽车

31.7829

超涨

;

超跌

;

预减

300223.SZ

北京君正 电子

30.5414

智能穿戴

;

智能电视

;

芯片国产化

;

超涨

;

高送转

601377.SH

兴业证券 非银金融

30.3532

融资融券标的

;

基金减持

;

大盘蓝筹

;

超涨

000686.SZ

东北证券 非银金融

30.2143

融资融券标的

;

大盘蓝筹

;

超涨

000938.SZ

紫光股份 计算机

30.0108

云计算

;IPV6;

大数据

;

去

IOE;

员工持股

;

高校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预增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高价日

收盘价

（元）

所属申万

行业名称

[行业级

别]�一级

行业

所属概念板块[交易日期]�最新

601238.SH

广汽集团

2015-11-06 23.15

汽车 融资融券标的

;

含

H

股的

A

股

;

超涨

002343.SZ

禾欣股份

2015-11-06 45.39

化工 重组

;

网络游戏

;

文化传媒概念

(Wind);IP

流量变现

;

超涨

;

预增

002771.SZ

真视通

2015-11-06 102.29

计算机 安防监控

;

次新股

;

质押式回购

;

国家队

;

小盘绩优

;

超涨

;

预增

300479.SZ

神思电子

2015-11-06 97.08

计算机 生物识别

;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002027.SZ

七喜控股

2015-11-06 38.39

计算机 借壳上市

;

文化传媒概念

(Wind);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预减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300469.SZ

信息发展

2015-11-06 124.19

计算机 次新股

;

国家队

;

证金概念

;

小盘绩优

;

超涨

300482.SZ

万孚生物

2015-11-06 120.01

医药生物 生物疫苗

;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601599.SH

鹿港科技

2015-11-06 24.02

纺织服装 文化传媒概念

(Wind);IP

流量变现

;

超涨

;

预增

002466.SZ

天齐锂业

2015-11-06 108.76

有色金属 锂电池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预增

002668.SZ

奥马电器

2015-11-06 62.39

家用电器 互联网金融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002712.SZ

思美传媒

2015-11-06 94.85

传媒 文化传媒概念

(Wind);

超涨

;

预增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676.SZ

顺威股份

2015-11-05 35.31

家用电器 超涨

;

预减

000526.SZ

银润投资

2015-11-05 76.00

房地产 重组

;

在线教育

;

超涨

;

预增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600754.SH

锦江股份

2015-11-05 47.33

休闲服务 迪士尼

;

浦东新区

;

含

B

股的

A

股

;

超涨

002359.SZ

齐星铁塔

2015-11-05 28.33

电气设备 国家队

;

证金概念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773.SZ

康弘药业

2015-11-03 85.00

医药生物 次新股

;

超涨

;

预增

300498.SZ

温氏股份

2015-11-02 56.10

次新股

17只股票上周创历史新高

“重组”“绩优”成强势股标签

□本报记者 李波

上周市场结束连续整理，展

开强势反攻，蓝筹成长热潮此起

彼伏，个股全面开花。 据统计，上

周有138只股票涨幅超过20%，

35只股票涨幅超过30%，14只股

票涨逾40%。 与此同时，共有17

只股票上周创出历史新高，多分

布在新兴产业板块，且重组和绩

优成为共性特征。 另外，有8只股

票跌幅超过15%，多为前期超涨

品种以及“妖股” ，反映主力资

金操作向价值投资回归。 大盘站

上年线后，反弹将进一步深入推

进，行业景气向好、受益改革红

利、重组预期确定以及业绩预增

品种更能获得超额收益。

14只股周涨幅超过40%

上周沪综指前两个交易日

延续震荡整理， 周三大举反攻，

周四二八分化延续升势，周五再

下一城站上年线， 剑指3600点。

与此同时，创业板指数也再掀升

势，站稳2600点。

指数大涨的背后，是个股行

情的全面绽放。 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共有2191只股票上涨，其

中，138只股票涨幅超过20%，35

只股票涨幅超过30%，14只股票

涨幅超过40%。 其中，奥马电器、

莱茵生物和海德股份周涨幅超

过50%，分别为61.05%、58.82%

和55.29%。

从行业分布来看，涨幅超过

40%的上周领涨股票中， 汽车、

化工和机械设备行业分别有两

只，家用电器、医药生物、房地

产、有色金属、交通运输、传媒、

计算机和轻工制造行业各有一

只。 虽然行业分布并不集中，但

观察其所属概念板块，“高送

转”和“重组”成为高频标签，与

此同时，互联网金融、在线教育

等“十三五” 规划中的热门改革

创新主题也成为此类强势股的

关键词。

在上周216只下跌的股票

中， 有24只股票的周跌幅超过

10%，其中，鸿达兴业、海欣食品

和大恒科技跌幅居前，分别下跌

31.35%、22.49%和21.30%，中央

商场、兔宝宝、特力A、双环科技、

宏磊股份的周跌幅超过15%。 上

述股票大部分为前期涨幅过大

的超涨品种，以及重组低于预期

或业绩预减的品种，并且集中了

海欣食品、特力A、兔宝宝等前期

典型“妖股” 。 由此可见，随着反

弹步入深水区，以及对违法操作

打击力度的加大，资金开始回吐

超涨品种并回避妖股，向价值投

资回归。

17只股上周创历史新高

上周多只个股强势爆发，创

出历史新高。 Wind资讯统计，除

了换股吸收合并大北农于上周

上市的温氏集团之外， 广汽集

团、禾欣股份、神思电子、万孚生

物、银润投资、齐星铁塔等16只

股票上周创出历史新高。

从行业分布来看，在这16只

创新高股票中， 计算机板块有4

只， 家用电器和医药生物板块各

有2只，汽车、化工、纺织服装、有

色金属、传媒、房地产、休闲服务

和电气设备板块各有1只，可见资

金对于强者恒强的计算机品种更

为青睐。概念分布上，新高股票多

属文化传媒、 安防监控、 生物识

别、互联网金融、锂电池、迪士尼

等新兴产业， 并且大部分都打上

了重组并购、小盘绩优、预增的印

记， 反映重组确定和业绩向好成

为资金追高的两条路径。

而从股价分布来看， 真视

通、信息发展、万孚生物和天齐

锂业均为百元股，神思电子和思

美传媒的股价在90元以上，银润

投资和康宏药业的股价在70元

以上，其余则为60元及以下的中

价股。 不同于此前资金青睐中低

价股的格局，当前强势股股价分

布均匀， 且资金敢于追涨百元

股，显示做多信心显著回归。

随着上周后半周的强势反

弹，市场信心和赚钱效应形成正

向反馈。 在沪综指站上年线后，

反弹将深入推进， 波动不可避

免。 在此背景下，重组预期较为

确定、受益改革创新主题以及业

绩向好的品种有望强者恒强。

上周创新高股票股价分布

市场预期好转 非银金融板块周涨

18.77%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先抑后

扬， 市场情绪也出现明显好转。

在此背景下，前期表现低迷的非

银金融板块强势崛起，掀起涨停

潮，一周上涨18.77%，涨幅在28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位居首位。 上

周38只正常交易的成分股均实

现上涨，其中太平洋、方正证券、

西部证券、兴业证券和东北证券

涨幅超过30%， 分别为33.25%、

33.11% 、31.90% 、30.35% 和

30.21% 。 22只股票涨幅超过

20%，33只股票涨幅超过10%。

9月份伴随着市场交易量的

萎缩、两融规模下降、季末资产

价值重估造成9月券商股的业绩

低点，10月以来保证金规模及融

资融券规模持续提升，券商板块

业绩将迎来阶段性拐点。 从估值

角度来看，券商板块目前的PB为

2.6倍， 估值处于震荡期估值中

枢，此前也是2015年跌幅最大的

板块， 而随着指数上涨并企稳，

IPO即将重启， 市场预期出现好

转，这也将有助于提升券商板块

业绩和估值水平。

分析人士指出，从支持资本

市场改革的角度看，3-5年内将

是证券行业跨越式发展的转型

期，金融改革将为券商提供一个

优秀的发展平台，新三板、场外

市场、创新式衍生品、结构化产

品等，都将为券商提供非常好的

发展机遇。 而在市场环境整体转

好的基础下，券商ROE有望整体

步入上升新周期。 (徐伟平)

17只股票上周创历史新高

“重组”“绩优”成强势股标签

□本报记者 李波

上周市场结束连续整理，展

开强势反攻，蓝筹成长热潮此起

彼伏，个股全面开花。 据统计，上

周有138只股票涨幅超过20%，

35只股票涨幅超过30%，14只股

票涨逾40%。 与此同时，共有17

只股票上周创出历史新高，多分

布在新兴产业板块，且重组和绩

优成为共性特征。 另外，有8只股

票跌幅超过15%，多为前期超涨

品种以及“妖股” ，反映主力资

金操作向价值投资回归。 大盘站

上年线后，反弹将进一步深入推

进，行业景气向好、受益改革红

利、重组预期确定以及业绩预增

品种更能获得超额收益。

14只股周涨幅超过40%

上周沪综指前两个交易日

延续震荡整理， 周三大举反攻，

周四二八分化延续升势，周五再

下一城站上年线， 剑指3600点。

与此同时，创业板指数也再掀升

势，站稳2600点。

指数大涨的背后，是个股行

情的全面绽放。 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共有2191只股票上涨，其

中，138只股票涨幅超过20%，35

只股票涨幅超过30%，14只股票

涨幅超过40%。 其中，奥马电器、

莱茵生物和海德股份周涨幅超

过50%，分别为61.05%、58.82%

和55.29%。

从行业分布来看，涨幅超过

40%的上周领涨股票中， 汽车、

化工和机械设备行业分别有两

只，家用电器、医药生物、房地

产、有色金属、交通运输、传媒、

计算机和轻工制造行业各有一

只。 虽然行业分布并不集中，但

观察其所属概念板块，“高送

转”和“重组”成为高频标签，与

此同时，互联网金融、在线教育

等“十三五” 规划中的热门改革

创新主题也成为此类强势股的

关键词。

在上周216只下跌的股票

中， 有24只股票的周跌幅超过

10%，其中，鸿达兴业、海欣食品

和大恒科技跌幅居前，分别下跌

31.35%、22.49%和21.30%，中央

商场、兔宝宝、特力A、双环科技、

宏磊股份的周跌幅超过15%。 上

述股票大部分为前期涨幅过大

的超涨品种，以及重组低于预期

或业绩预减的品种，并且集中了

海欣食品、特力A、兔宝宝等前期

典型“妖股” 。 由此可见，随着反

弹步入深水区，以及对违法操作

打击力度的加大，资金开始回吐

超涨品种并回避妖股，向价值投

资回归。

17只股上周创历史新高

上周多只个股强势爆发，创

出历史新高。 Wind资讯统计，除

了换股吸收合并大北农于上周

上市的温氏集团之外， 广汽集

团、禾欣股份、神思电子、万孚生

物、银润投资、齐星铁塔等16只

股票上周创出历史新高。

从行业分布来看，在这16只

创新高股票中， 计算机板块有4

只， 家用电器和医药生物板块各

有2只，汽车、化工、纺织服装、有

色金属、传媒、房地产、休闲服务

和电气设备板块各有1只，可见资

金对于强者恒强的计算机品种更

为青睐。概念分布上，新高股票多

属文化传媒、 安防监控、 生物识

别、互联网金融、锂电池、迪士尼

等新兴产业， 并且大部分都打上

了重组并购、小盘绩优、预增的印

记， 反映重组确定和业绩向好成

为资金追高的两条路径。

而从股价分布来看， 真视

通、信息发展、万孚生物和天齐

锂业均为百元股，神思电子和思

美传媒的股价在90元以上，银润

投资和康宏药业的股价在70元

以上，其余则为60元及以下的中

价股。 不同于此前资金青睐中低

价股的格局，当前强势股股价分

布均匀， 且资金敢于追涨百元

股，显示做多信心显著回归。

随着上周后半周的强势反

弹，市场信心和赚钱效应形成正

向反馈。 在沪综指站上年线后，

反弹将深入推进， 波动不可避

免。 在此背景下，重组预期较为

确定、受益改革创新主题以及业

绩向好的品种有望强者恒强。

上周涨幅居前的股票

市场预期好转 非银金融板块周涨

18.77%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先抑后

扬， 市场情绪也出现明显好转。

在此背景下，前期表现低迷的非

银金融板块强势崛起，掀起涨停

潮，一周上涨18.77%，涨幅在28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位居首位。 上

周38只正常交易的成分股均实

现上涨，其中太平洋、方正证券、

西部证券、兴业证券和东北证券

涨幅超过30%， 分别为33.25%、

33.11% 、31.90% 、30.35% 和

30.21% 。 22只股票涨幅超过

20%，33只股票涨幅超过10%。

9月份伴随着市场交易量的

萎缩、两融规模下降、季末资产

价值重估造成9月券商股的业绩

低点，10月以来保证金规模及融

资融券规模持续提升，券商板块

业绩将迎来阶段性拐点。 从估值

角度来看，券商板块目前的PB为

2.6倍， 估值处于震荡期估值中

枢，此前也是2015年跌幅最大的

板块， 而随着指数上涨并企稳，

IPO即将重启， 市场预期出现好

转，这也将有助于提升券商板块

业绩和估值水平。

分析人士指出，从支持资本

市场改革的角度看，3-5年内将

是证券行业跨越式发展的转型

期，金融改革将为券商提供一个

优秀的发展平台，新三板、场外

市场、创新式衍生品、结构化产

品等，都将为券商提供非常好的

发展机遇。 而在市场环境整体转

好的基础下，券商ROE有望整体

步入上升新周期。 (徐伟平)

17只股票上周创历史新高

“重组”“绩优”成强势股标签

□本报记者 李波

上周市场结束连续整理，展

开强势反攻，蓝筹成长热潮此起

彼伏，个股全面开花。 据统计，上

周有138只股票涨幅超过20%，

35只股票涨幅超过30%，14只股

票涨逾40%。 与此同时，共有17

只股票上周创出历史新高，多分

布在新兴产业板块，且重组和绩

优成为共性特征。 另外，有8只股

票跌幅超过15%，多为前期超涨

品种以及“妖股” ，反映主力资

金操作向价值投资回归。 大盘站

上年线后，反弹将进一步深入推

进，行业景气向好、受益改革红

利、重组预期确定以及业绩预增

品种更能获得超额收益。

14只股周涨幅超过40%

上周沪综指前两个交易日

延续震荡整理， 周三大举反攻，

周四二八分化延续升势，周五再

下一城站上年线， 剑指3600点。

与此同时，创业板指数也再掀升

势，站稳2600点。

指数大涨的背后，是个股行

情的全面绽放。 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共有2191只股票上涨，其

中，138只股票涨幅超过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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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超过40%。 其中，奥马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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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上周领涨股票中， 汽车、

化工和机械设备行业分别有两

只，家用电器、医药生物、房地

产、有色金属、交通运输、传媒、

计算机和轻工制造行业各有一

只。 虽然行业分布并不集中，但

观察其所属概念板块，“高送

转”和“重组”成为高频标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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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中，鸿达兴业、海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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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兔宝宝、特力A、双环科技、

宏磊股份的周跌幅超过15%。 上

述股票大部分为前期涨幅过大

的超涨品种，以及重组低于预期

或业绩预减的品种，并且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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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改革的角度看，3-5年内将

是证券行业跨越式发展的转型

期，金融改革将为券商提供一个

优秀的发展平台，新三板、场外

市场、创新式衍生品、结构化产

品等，都将为券商提供非常好的

发展机遇。 而在市场环境整体转

好的基础下，券商ROE有望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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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市场结束连续整理，展

开强势反攻，蓝筹成长热潮此起

彼伏，个股全面开花。 据统计，上

周有138只股票涨幅超过20%，

35只股票涨幅超过30%，14只股

票涨逾40%。 与此同时，共有17

只股票上周创出历史新高，多分

布在新兴产业板块，且重组和绩

优成为共性特征。 另外，有8只股

票跌幅超过15%，多为前期超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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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底回升 创业板指周涨

7.39%

创业板指数上周筑底回

升，震荡上行，刷新反弹新高，

站上 2600点， 剑指半年线和

2700点。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和上周

二延续缩量整理格局，最低下探

至2400点；周三强势反攻，大涨

逾6%，重返2500点；周四收出放

量阴十字星，震荡整固；周五再

掀升势，上涨3.77%，站上2600

点，收报2661.41点。 由此，创业

板上周累计上涨7.39%。

个股大面积反弹， 银之杰

大涨42.74%， 双杰电气、 普丽

盛、浩丰科技、恒通科技等9只

股票的周涨幅超过30%， 周涨

幅超过20%的创业板股票共有

41只；相比之下，海伦钢琴、戴

维医疗和潜能恒信的周跌幅居

前， 分别下跌12.55%、11.21%

和10.91%， 其余股票周跌幅均

在10%以下。

创业板指数在2400点获得

技术面支撑后，在“十三五” 规

划出台的利好刺激下强势反攻。

上周四虽然市场一度风格切换，

逆市回调， 但周五再掀升势，反

映资金对于创业板股票青睐不

改。 在存量博弈和改革转型的背

景下， 创业板股票易于炒作，题

材丰富， 将持续成为行情主角。

只不过， 随着股价和估值的回

升，后市上升速率放缓，波动分

化将加大。 建议投资者精选具备

业绩支撑和政策红利的成长白

马，波段操作。（李波）

突破年线位 沪综指周涨

6.13%

上周A股市场充满戏剧性，尽

管周一和周二沪综指分别下跌了

1.7%和0.25%，但周三至周五突然

放量上涨， 涨幅分别为4.31%、

1.83%和1.91%， 由此沪综指成功

突破了多条均线的压制，弥补了8

月24日的重要缺口， 一周涨幅达

到了6.13%，突破年线位。

这种涨势如虹的格局主要系

非银金融、建筑装饰、有色金属和

家用电器等一系列权重板块的崛

起而带动。 个股来看，上周2190

只个股实现上涨， 仅有216只个

股逆势下跌。 其中，有138只个股

上周涨幅超过了20%， 其中不乏

诸多券商股，太平洋、方正证券、

西部证券、 兴业证券和东北证券

的涨幅均超过30%。

实际上，券商股为代表的权

重股上行动力充足，一方面是因

为严重滞涨，另一方面是受到政

策面支撑。 回顾年内涨幅，板块

之间表现差异巨大，计算机行业

涨幅超过九成，而非银金融行业

则逆势下跌了13%； 上周五IPO

重启、配资清理近尾声的消息又

对券商股形成重要支撑，因而短

线券商股的行情无虞。 而其余权

重板块诸如地产股、建筑装饰股

等， 也受益于稳增长措施加码、

“走出去” 步伐加快等 “十三

五” 规划相关内容再度收到关

注。 此外，四季度备受关注的年

末机构排名战也将砝码锁定在

滞涨蓝筹股身上，从而意味着蓝

筹股逆袭概率加大。 总体来看，

权重股有支撑也就意味着大盘

风险有限。 短线在IPO重启的冲

击或将使得市场短线波动加剧，

内部分化出现，但是中期走稳走

强趋势不会改变。（张怡）

题材强复苏 福建自贸区指数周涨

16.21%

上周， 概念题材先抑后扬。

前半周蓝筹股上演强势 “独角

戏” ，下半周题材概念强势回暖。

其中，Wind福建自贸区指数凭

借后三个交易日的强势表现，以

16.21%的周涨幅，在131个概念

指数中涨幅居首。

福建自贸区指数上周前两

个交易日继续维持在均线密集

区的胶着走势，分别下跌2.23%

和上涨0.57%；周三指数大幅跳

空高开并维持高位震荡， 以成

分股近乎全线涨停的表现，涨

幅高达8.84%，创下该指数日涨

幅新高；周四和周五，该指数继

续放量上涨， 具体涨幅分别达

3.42%和5.10%， 收复120日均

线位置。 至此，上周福建自贸区

指数周涨16.21%， 创下今年以

来的新高。

上周正常交易的10只成分

股悉数上涨。 其中，厦门港务、漳

州发展、厦门国贸和厦门空港的

周涨幅均超过20%，具体涨幅分

别为32.51%、26.88%、25.15%和

22.75%，平潭发展、福建高速、象

屿股份和福建水泥的涨幅也超

过了10%，三木集团和建研集团

涨幅相对较小，但也分别达到了

9.04%和5.95%。

消息面上，11月7日，两岸

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并就推

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

见。 分析人士指出，此番两岸

领导人会面有助于推动两岸

的经贸发展，对于内地和台湾

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积极预期

是推升上周福建自贸区概念

的重要原因。 而且考虑到福建

自贸区作为连接内地和台湾

的窗口具有多方面优势，未来

随着自贸区建设的持续推进，

概念股有望反复获得提振。 不

过短期快速上涨在一定程度

上透支了后市预期，投资者需

谨防回落调整。 （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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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券商论道

突破性反弹再上台阶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陡然转势，沪指后

半周快速拉升，后三个交易日累

积涨幅达7.73%。 相比前阶段市

场反弹，此轮反弹触发因素有所

不同，券商、保险指数成为两市

反弹主力军，且同期创业板活跃

不减。 现阶段市场反弹形成技术

突破，热点强度和量能配合均再

上台阶， 预计本周沪指有上冲

200天线潜力。操作上，跟随市场

节奏调整整体持仓六成为宜。

从热点盘中的带动性和板块

的持续性特征看， 符合突破性反

弹潜力。各板块表现方面，教育指

数、 券商指数和多元金融指数分

别以43.36%、25.87%和11.31%领

涨两市， 券商股的反弹来自业绩

弹升，并配合技术面的有效突破，

给予两市热点主线更有力的带动

作用， 目前看券商指数上周反弹

率先冲破半年线压力， 券商板块

年内业绩低点已过， 两融余额的

稳步递增有望伴随市场活跃而持

续。再考虑券商股年内业绩触底，

反弹刚刚开始， 随后股价补涨要

求仍然具备一定空间。 现阶段市

场反弹在非金融股带动下， 相比

前期题材股活跃更具补涨潜力。

因而，热点突出、量能放大有效支

撑沪指站稳3500点。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沪指三

连阳突破态势确立，伴随近两个

交易日两市量能重返万亿之上，

短期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日K

线可见沪指短期均线做多迹象

明显，连续三个交易日的放量反

弹确立沪指突破前期平台，中期

下行势头得以抑制， 半年线及

200天线呈现趋平态势， 本周惯

性上冲潜力具备。

目前沪指上档重要阻力位

在200天线3758点一带。 周内指

数上行需关注券商、保险板块的

风向标作用，领涨板块和品种需

中小创股热度不减的支持，在市

场环境还未转为更有力的经济

数据向好支撑前，指数的反弹均

以技术补涨的形式演绎。

投资者情绪改善 市场仍有上行空间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以券商为代表金融板块

的带动下，上周A股两市强势上

行，沪指重回3400点并放量突破

3500点创两个月以来新高，深成

指则站上年线回到12000点大关

上方， 同样创9月份企稳以来新

高。 与此同时中小板、创业板亦

同步上行，双双突破上周整理平

台，整体强势特征明显。 结合具

体市场环境分析，对后期A股笔

者认为仍可持偏乐观态度，沪深

两市料仍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首先，货币宽松背景下资金

成本的下行将对股票市场形成

有力支撑。 一方面资金利率下行

带来的无风险收益率回落有望

系统性的提升股票市场整体估

值水平，另一方面在接近“负利

率” 的背景下，保值增值成为现

金持有者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也

将增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从而

为股市提供广阔的资金来源。

其次， 国内改革推进将提升

资金风险偏紧，同样利于股票市场

运行。各领域改革措施的制定实施

是当前国内宏观层面的另一个重

要特征，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这

一趋势不断被强化，期间A股市场

因此也一度受到积极影响。

整体而言，对当前A股尽管面

临的负面因素依然明显，然而从宏

观层面资金利率趋势性走低、国内

各领域改革持续推进以及具体的

市场环境分析，对后期两市仍可持

偏乐观态度。伴随近期权重板块的

放量上行，资金做多热情将进一步

被激发，投资者情绪的改善将推动

沪深两市继续走高。

多头回归 强势可续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先盘后升，放

量大涨。 其中前半周走势犹豫，

消息面上某私募大佬受刑事强

制措施令市场热点降温，后半周

则在习马会、SDR等消息刺激下

放量飙升，尤其是券商股王者归

来、大有再现去年11月份连续涨

停、整体翻番的气势，令市场天

平迅速向多方倾斜。 在场外资金

快速推动下，上证指数连续突破

3400点、3500点以及3570点年

线大关，确立强势格局。 周末，管

理层宣布将重启新股IPO， 发行

方式在征求社会意见后也将有

所调整。 从目前看，反弹行情的

第二波已经展开，随着市场情绪

迅速升温以及场外资金推动下，

短线大盘将继续震荡上行，有望

挑战3750点区间。

首先，从盘面表现看，行情

在持续盘整后呈现向上突破，而

且成交量同步放大，并于上周四

创出1.37万亿元的反弹新天量，

显示市场在选择方向后外围资

金迅速跟进做多，强化突破的有

效性。同时，券商板块异军突起，

迅速成为行情的“带头大哥” 并

且呈现较强的持续性，成为这一

波反弹的领头羊和风向标。由于

去年的同期券商股也曾有一波

波澜壮阔的飙升行情，因此不少

投资者憧憬去年的辉煌再现，从

目前的同比涨幅和量能看观察，

券商股仍有领涨的空间。 此外，

从投资者情绪看，下半周迅速复

苏，参与意愿明显增强，市场人

气进取，已经恢复到强势市场所

需要的水平。

从周末管理层宣布恢复新股

IPO以及将调整原有市值申购办

法看， 新的申购办法在保留按照

市值申购的同时， 不再需要全额

预交款， 而采用摇号中签后再缴

款的方式， 这将大大缓解上万亿

元资金因参与新股导致二级市场

周期性嗜血， 股价大幅波动的情

况， 有利于二级市场的稳定。 同

时， 投资者为了享有新股申购资

格， 也会部分补充筹码， 增加市

值，有利于行情走强和稳定持股。

因此，虽然新股恢复IPO会部分分

流存量资金， 但其对二级市场的

影响将远小于此前的波动程度。

此外，新股恢复IPO也可解读为管

理层对目前市场的认可态度，即

3500点上方市场已经恢复常态。

从技术上看， 上周三起行情

向上突破， 和10月初大盘止跌反

弹在K线组合上非常相似，当时也

是连续大涨三天，力度和这次也大

致相仿，只是当时投资者情绪比这

次还要更犹豫一些。 如以此推算，

按照相似力度和时间衡量，那么本

周市场仍有冲高震荡， 目标位在

3750点区间。 从下周起，随着年内

28只新股按原有办法恢复发行，

资金腾挪将引导大盘再次转入震

荡。 总体上，仍以强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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