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002489.SZ

浙江永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058631.15 27.71 51.94

000917.SZ

电广传媒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67295.57 -18.94 25.71

000917.SZ

电广传媒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63616.33 -9.94 25.61

000917.SZ

电广传媒 换手率达

20% 863616.33 -9.94 25.61

300418.SZ

昆仑万维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03671.81 22.14 66.81

600900.SH

长江电力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68840.57 -8.57 5.26

002489.SZ

浙江永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43181.30 25.42 38.92

002049.SZ

同方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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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508.73 15.45 20.13

601198.SH

东兴证券 换手率达

20% 589765.66 -2.24 40.06

002273.SZ

水晶光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86929.91 29.33 45.89

002498.SZ

汉缆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96925.20 33.13 19.61

000806.SZ

银河生物 振幅值达

15% 464301.99 10.00 28.72

000806.SZ

银河生物 换手率达

20% 464301.99 10.00 28.72

600967.SH

北方创业 换手率达

20% 434895.27 -3.25 24.71

600967.SH

北方创业 振幅值达

15% 434895.27 -3.25 24.71

000676.SZ

智度投资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23107.62 22.83 48.67

000762.SZ

西藏矿业 换手率达

20% 407694.67 -4.93 27.58

601198.SH

东兴证券 换手率达

20% 402570.05 2.89 28.39

002489.SZ

浙江永强 振幅值达

15% 395623.79 9.97 18.25

300079.SZ

数码视讯 换手率达

20% 390214.55 5.41 25.55

000410.SZ

沈阳机床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87054.40 10.01 17.74

000996.SZ

中国中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78632.02 22.30 59.49

300229.SZ

拓尔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57709.38 20.85 26.10

002489.SZ

浙江永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54871.25 9.99 17.39

002288.SZ

超华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53603.84 28.35 50.54

002489.SZ

浙江永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45686.35 10.04 14.01

600868.SH

梅雁吉祥 换手率达

20% 340116.65 6.68 22.12

300418.SZ

昆仑万维 换手率达

20% 339805.19 9.99 26.34

000750.SZ

国海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37256.26 -9.82 10.44

300031.SZ

宝通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36328.38 20.99 57.73

300113.SZ

顺网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27215.32 24.65 21.91

002049.SZ

同方国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25750.63 9.99 10.67

002273.SZ

水晶光电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17751.30 10.01 23.07

002212.SZ

南洋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08128.98 27.51 74.29

000050.SZ

深天马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07987.58 10.01 13.76

300418.SZ

昆仑万维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06718.03 10.00 21.41

600517.SH

置信电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01594.47 21.25 18.21

002500.SZ

山西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00010.08 -9.98 7.14

300418.SZ

昆仑万维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98640.87 10.01 25.61

002428.SZ

云南锗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97081.97 23.67 27.59

000762.SZ

西藏矿业 换手率达

20% 296480.48 10.00 21.08

000762.SZ

西藏矿业 振幅值达

15% 296480.48 10.00 21.08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000002.SZ

万科

A 2015-11-17 14.28 2.00 15,995.30 228,412.94

002143.SZ

印纪传媒

2015-11-19 28.00 -2.30 1,000.00 28,000.00

000776.SZ

广发证券

2015-11-19 18.79 0.00 962.29 18,081.43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5-11-19 16.73 0.00 1,070.00 17,901.10

600711.SH

盛屯矿业

2015-11-20 8.26 -3.95 2,000.00 16,520.00

600556.SH

慧球科技

2015-11-20 17.40 -9.98 918.50 15,981.90

002340.SZ

格林美

2015-11-19 15.14 6.69 1,050.00 15,897.0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5-11-20 4.16 -4.81 3,700.00 15,392.0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5-11-20 4.16 -4.81 3,150.00 13,104.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1-16 31.60 2.10 400.00 12,640.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1-17 30.71 -5.74 400.00 12,284.00

600711.SH

盛屯矿业

2015-11-18 8.06 -6.60 1,500.00 12,090.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11-20 4.02 -2.19 3,000.00 12,060.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11-18 4.00 -2.91 3,000.00 12,000.0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5-11-17 4.17 -8.95 2,550.00 10,633.50

600556.SH

慧球科技

2015-11-20 17.40 -9.98 574.00 9,987.6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5-11-20 4.16 -4.81 2,200.00 9,152.00

000776.SZ

广发证券

2015-11-16 19.05 -2.91 460.00 8,763.00

300031.SZ

宝通科技

2015-11-19 27.61 0.00 300.00 8,283.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11-19 4.03 -1.23 2,000.00 8,060.00

002642.SZ

荣之联

2015-11-18 44.75 -10.00 179.00 8,010.25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5-11-18 4.05 -9.19 1,930.00 7,816.5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5-11-18 4.05 -9.19 1,900.00 7,695.00

002509.SZ

天广消防

2015-11-16 15.31 -9.99 500.00 7,655.00

002509.SZ

天广消防

2015-11-16 15.31 -9.99 500.00 7,655.00

600711.SH

盛屯矿业

2015-11-17 8.30 -5.47 915.00 7,594.50

601901.SH

方正证券

2015-11-19 9.19 -9.99 800.00 7,352.00

000691.SZ

亚太实业

2015-11-18 7.43 -10.05 967.17 7,186.08

002326.SZ

永太科技

2015-11-17 23.29 -3.00 292.92 6,822.00

000056.SZ

皇庭国际

2015-11-16 26.30 -1.87 250.00 6,575.00

600252.SH

中恒集团

2015-11-19 6.83 -2.98 950.00 6,488.50

000776.SZ

广发证券

2015-11-16 19.05 -2.91 340.00 6,477.00

000860.SZ

顺鑫农业

2015-11-20 18.34 -4.53 350.00 6,419.0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5-11-17 4.17 -8.95 1,514.08 6,313.71

002326.SZ

永太科技

2015-11-17 23.29 -3.00 269.00 6,265.01

002558.SZ

世纪游轮

2015-11-18 46.00 -9.75 132.00 6,072.22

600561.SH

江西长运

2015-11-18 15.08 -4.25 400.00 6,032.00

000967.SZ

上风高科

2015-11-16 20.66 -4.79 290.00 5,991.40

000878.SZ

云南铜业

2015-11-16 10.73 -9.98 554.79 5,952.90

002585.SZ

双星新材

2015-11-20 11.90 -0.75 500.00 5,950.00

600378.SH

天科股份

2015-11-17 16.46 -10.01 350.00 5,761.0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5-11-20 4.16 -4.81 1,350.00 5,616.00

上周32股创历史新高

11月以来涨幅居前的股票11月以来申万一级行业指数表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月涨跌幅

(%)

所属行业 所属概念

002668.SZ

奥马电器

201.70

家用电器 互联网金融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002741.SZ

光华科技

149.44

化工 高送转概念

;

超涨

;

高送转

600610.SH

中毅达

135.94

建筑装饰 装饰园林

;

质押式回购

;

含

B

股的

A

股

;

超涨

002751.SZ

易尚展示

116.47

轻工制造 装饰园林

;

高送转概念

;

国家队

;

虚拟现实

;

小盘绩优

;

超涨

;

高送转

600226.SH

升华拜克

114.53

农林牧渔 网络游戏

;

高送转概念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

并购阶段

002558.SZ

世纪游轮

114.38

休闲服务 借壳上市

;

网络游戏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049.SZ

同方国芯

111.38

电子 物联网

;

智能

IC

卡

;

芯片国产化

;

高校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并购阶段

002466.SZ

天齐锂业

105.82

有色金属 锂电池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预增

600303.SH

曙光股份

103.14

汽车 新能源汽车

;

员工持股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600053.SH

中江地产

94.90

综合 重组

;

创投

;

超涨

;

预增

002670.SZ

华声股份

94.86

家用电器 超涨

;

预减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600137.SH

浪莎股份

91.84

纺织服装 超涨

;

预减

002355.SZ

兴民钢圈

85.67

汽车 民营银行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预减

002708.SZ

光洋股份

84.77

汽车 重组

;

高送转概念

;

超涨

;

高送转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750.SZ

龙津药业

83.83

医药生物 高送转概念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002489.SZ

浙江永强

83.40

轻工制造 金融改革

;

高送转概念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002387.SZ

黑牛食品

80.81

食品饮料 重组

;

超涨

;

高送转

000673.SZ

当代东方

80.72

传媒 文化传媒概念

(Wind);

质押式回购

;IP

流量变现

;

超涨

;

预增

002673.SZ

西部证券

79.89

非银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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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27.SZ

七喜控股

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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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13.SZ

顺网科技

78.69

传媒 网络游戏

;

移动互联网入口

;IP

流量变现

;

虚拟现实

;

超涨

;

预增

;

并购阶段

603636.SH

南威软件

78.26

计算机 员工持股

;

质押式回购

;

小盘绩优

;

超涨

000567.SZ

海德股份

77.29

房地产 海南旅游岛

;

三沙

;

超涨

;

预增

;

预减

300310.SZ

宜通世纪

76.77

通信 智慧医疗

;

超涨

;

预增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343.SZ

禾欣股份

75.11

化工 网络游戏

;

文化传媒概念

(Wind);IP

流量变现

;

超涨

;

预增

300108.SZ

双龙股份

74.93

化工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600734.SH

实达集团

74.41

房地产 借壳上市

;

重组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并购阶段

000762.SZ

西藏矿业

73.29

采掘 西藏振兴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000687.SZ

华讯方舟

70.41

化工 京津冀一体化

;

虚拟现实

;

超涨

600318.SH

巢东股份

69.38

建筑材料 互联网金融

;

高送转概念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预减

;

高送转

002161.SZ

远望谷

68.97

电子 物联网

;

迪士尼

;

高铁

;

智能交通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预减

000913.SZ

钱江摩托

67.65

汽车 机器人

;

创投

;

超涨

002357.SZ

富临运业

67.59

交通运输 参股金融

;

民营银行

;

员工持股

;

国家队

;

超涨

;

高送转

;

并购阶段

002036.SZ

汉麻产业

66.69

纺织服装 借壳上市

;

重组

;

超涨

;

预增

600234.SH

山水文化

66.29

综合 借壳上市

;

重组

;

文化传媒概念

(Wind);

超涨

002175.SZ

东方网络

66.11

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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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73.SZ

水晶光电

65.67

电子 苹果

;

智能穿戴

;

蓝宝石

;

国家队

;

虚拟现实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300114.SZ

中航电测

63.90

机械设备 央企

;

传感器

;

国家队

;

超涨

;

预增

300277.SZ

海联讯

63.41

计算机 智能电网

;

重组

;

国家队

;

举牌

;

超涨

002654.SZ

万润科技

63.17

电子 绿色节能照明

;

文化传媒概念

(Wind);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预减

;

并购阶段

002416.SZ

爱施德

62.89

商业贸易 网络彩票

;

移动转售

;

质押式回购

;

虚拟现实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预增

;

预减

002775.SZ

文科园林

62.57

建筑装饰 装饰园林

;

次新股

;

国家队

;

小盘绩优

;

超涨

002280.SZ

联络互动

62.56

计算机 网络游戏

;

移动互联网

;

智能电视

;

高送转概念

;

质押式回购

;

虚拟现实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603918.SH

金桥信息

62.27

计算机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

区间

最高价日

所属行业

002464.SZ

金利科技

33.1209 2015-11-20

化工

002027.SZ

七喜控股

46.3963 2015-11-20

计算机

000526.SZ

银润投资

21.3740 2015-11-20

房地产

002668.SZ

奥马电器

41.3985 2015-11-20

家用电器

002670.SZ

华声股份

61.0659 2015-11-20

家用电器

002466.SZ

天齐锂业

26.8939 2015-11-20

有色金属

300279.SZ

和晶科技

10.4386 2015-11-20

电子

002558.SZ

世纪游轮

61.0491 2015-11-20

休闲服务

300410.SZ

正业科技

26.6667 2015-11-20

电子

300364.SZ

中文在线

21.7949 2015-11-20

传媒

000820.SZ

金城股份

15.7494 2015-11-20

轻工制造

600818.SH

中路股份

13.3873 2015-11-20

综合

002159.SZ

三特索道

18.3389 2015-11-20

休闲服务

600630.SH

龙头股份

7.2023 2015-11-20

纺织服装

000687.SZ

华讯方舟

24.7034 2015-11-20

化工

002775.SZ

文科园林

20.2626 2015-11-20

建筑装饰

002049.SZ

同方国芯

19.2819 2015-11-20

电子

300161.SZ

华中数控

18.7753 2015-11-20

机械设备

600136.SH

道博股份

8.7011 2015-11-20

综合

300113.SZ

顺网科技

22.8352 2015-11-19

传媒

600754.SH

锦江股份

2.2951 2015-11-18

休闲服务

002074.SZ

国轩高科

6.8761 2015-11-17

电气设备

002569.SZ

步森股份

5.5254 2015-11-17

纺织服装

002772.SZ

众兴菌业

-2.0412 2015-11-17

农林牧渔

601238.SH

广汽集团

-5.4658 2015-11-17

汽车

002196.SZ

方正电机

-4.7979 2015-11-17

电气设备

603918.SH

金桥信息

-4.5079 2015-11-17

计算机

300097.SZ

智云股份

2.7614 2015-11-17

机械设备

300478.SZ

杭州高新

0.9022 2015-11-17

化工

300483.SZ

沃施股份

-0.1452 2015-11-17

机械设备

002343.SZ

禾欣股份

8.7447 2015-11-17

化工

600680.SH

上海普天

-8.1497 2015-11-16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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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36.SZ

金安国纪

2015-11-25 47665.80 72304.61 495.3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77.SZ

浙江美大

2015-11-26 23000.00 33000.00 7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10.SH

中毅达

2015-11-25 17181.21 29073.46 42018.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2284.SZ

亚太股份

2015-11-23 16347.60 68597.16 5158.4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70.SZ

金正大

2015-11-24 16284.58 134792.58 21492.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47.SZ

春兴精工

2015-11-23 15997.82 68443.44 32754.3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058.SH

赛轮金宇

2015-11-26 13670.87 100750.87 3519.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79.SH

重庆港九

2015-11-23 11988.01 46197.2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03.SZ

云内动力

2015-11-27 10984.13 79060.13 841.2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31.SZ

巨轮智能

2015-11-23 9823.69 66987.60 6325.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735.SH

新华锦

2015-11-23 6249.61 37599.23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793.SZ

华闻传媒

2015-11-27 2246.69 169651.18 35471.6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166.SH

福达股份

2015-11-27 2154.10 6504.10 36845.9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599.SH

鹿港科技

2015-11-23 1651.98 35143.80 2598.9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10.SZ

立思辰

2015-11-24 1032.47 42146.77 26310.9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10.SZ

华仁药业

2015-11-23 735.03 66179.91 307.13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642.SZ

荣之联

2015-11-24 700.28 21510.51 18412.0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67.SZ

东方网力

2015-11-23 381.25 15269.37 14556.3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587.SH

新华医疗

2015-11-23 263.24 36633.22 4009.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19.SZ

鸿利光电

2015-11-23 229.40 34997.62 26487.12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1616.SH

广电电气

2015-11-23 155.98 93486.05 0.0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300263.SZ

隆华节能

2015-11-24 131.40 23055.38 21274.58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3600-3800

点

下周热点 次新股

下周焦点 小盘股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500-3700

点

下周热点 信息技术

、

系能源

、

创投概念

下周焦点 稳增长措施

、

美联储加息进程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500-3700

点

下周热点 创业板

、

成长性题材股

下周焦点 新股发行

下周限售股解禁情况表格券商论道表格

“虚拟现实” 概念一周上涨

16.10%

上周，A股市场中的成长股

先抑后扬，电子行业相关的诸多

概念板块表现强势。 其中，Wind

虚拟现实板块5日上涨16.10%，

在所有概念板块中涨幅最高。

个股来看，上周正常交易的

26只虚拟现实概念股均实现了

超过2%的上涨，其中，爱施德、

易尚展示和水晶光电的涨幅最

高，分别达到34.87%、30.95%和

30.73%； 同时还有歌尔声学、华

讯方舟、 川大智胜等9只个股的

涨幅超过了20%。

消息面上的诸多利好支撑了

虚拟现实板块的强势表现。 “中

国科技第一展” 深圳高交会上，

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精彩纷呈，

中国电信展出了头戴VR虚拟现

实机、9D虚拟现实机等最新科技

产品。 而且，上周Magic� Leap获

巨额融资的利好刺激， 反恐情绪

升温也对电子安防领域形成提

振。 此外，顺网科技与HTC就虚

拟现实资源互惠合作达成战略伙

伴关系， 双方未来将在VIVE系

列产品销售、游戏运营、泛娱乐等

多个方面展开合作。 HTC开发的

VIVE系列产品是全球领先的虚

拟现实头显类产品。

当前A股市场依旧是存量博

弈格局，意味着“有故事” 的题材

板块仍是资金追逐的热点， 虚拟

现实正是这样一个前沿而且有故

事的板块。 不过鉴于短线涨幅已

高，投资者宜谨慎追高。（张怡）

震荡格局仍将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两市持续整理，沪

指于3600点上下较为有限的范

围内反复震荡，深圳成指站上半

年线后同样未能进一步上行，两

者用两周的时间构筑了一个新

的整理平台。 与此同时中小板、

创业板在沪深主板持续整理的

背景下上行节奏亦显著放缓，各

市场指数间表现趋于一致。 当前

A股整理格局明显，后期这一局

面料仍将延续，在国内环境不发

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沪深两市

短期暂难走出趋势性行情。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当前国

内外多空因素明显，其产生的分

歧将使得市场多空力量维持在

相对均衡的水平。从偏多的角度

看，国内货币宽松背景下资金利

率下行，管理层陆续出台的经济

政策也将对资本市场形成提振。

从偏空的角度看，当前国内实体

经济依然未有明显的企稳迹象

出现，而外围美联储加息时间点

日益临近，两者均将对A股运行

形成明显制约。这种宏观层面多

空分歧的存在决定了市场将不

会走出单边的上涨或下跌行情，

A股表现因此也将不会明显超

预期。

从资金面的角度分析，目前

看当前资金入场的意愿亦相对

有限，A股显然以存量资金博弈

为主，在不出现资金趋势性流入

或流出的情况下，沪深两市上演

趋势性行情的可能性不大。

由此，后期两市在风格上要

想出现彻底转换显然可能性不

大。 资金选择热点题材进行炒

作， 但受估值因素限制其时间、

空间上均将受到制约，在此背景

下热点轮换变成为唯一选择，最

终导致的结果便是权重板块难

以明显走强带动指数上行，盘面

看似热点纷呈，但市场整体仍难

走出趋势性行情。

本周将以防御性走势为主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指冲高回落，围

绕年线位置牛皮整理。 从盘中

看，智能机器人、超导、虚拟现实

等题材概念表现活跃，结构性行

情持续。近期市场的一个显著特

征，就是遇弱不弱、遇强不强。 所

谓遇弱不弱，就像上周初面对融

资规则调整、巴黎恐怖袭击等不

利因素，大盘不畏不惧，低开高

走； 周四创业板指数隐约破位，

主板先盘后升，化险为夷。 反过

来，在上周初超预期走强、美国

股市大幅走好的情况下，二级市

场却未能趁热打铁、 乘胜追击，

而是呈现无精打采的盘跌走势。

从目前看，年线位置对近期大盘

有很强的吸引和牵制作用，市场

环境也没有能打破现有运行格

局的因素出现，因此震荡盘整的

基本格局不变。

本周投资者最关注的，莫过

于10家新股IPO， 这是自7月初

因股市剧烈动荡管理层暂停新

股发行后的首次重启，且申购方

法沿用原有方法，因此将吸引巨

量资金参与其中。我们注意到近

期次新股板块已有明显异动飙

升， 就是市场对新股发行的预

演。 根据相关招股书披露，此次

10家新股公司总共募集约39.4

亿元，借鉴上半年小盘新股申购

中签率约在千分之三到千分之

五的均值，此次新股申购也有望

吸引上万亿元的资金申购，这对

目前市场存量资金而言，压力不

小。尤其是现阶段清配资去杠杆

之后，对二级市场资金影响将更

加显著。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 ， 预计本周大盘将以防御

性走势为主，甚至可能出现挖坑

走势。如以上半年新股发行时大

盘走势为参照， 一般会出现5天

左右的调整挖坑走势，在新股发

行结束后，申购大军浩浩荡荡回

流二级市场，股指出现填坑向上

的走势。

当然，在指数相对平淡的阶

段，市场局部性行情、局部性机

会仍然存在，创业板、机器人、互

联网等新兴技术题材概念不会

寂寞。 因此，投资者在腾出资金

申购新股撞大运的同时，也应将

筹码适度集中，向中小创当中的

活跃性品种靠拢， 紧跟热点，占

据主动。

逆势回调 非银金融指数周跌

2.12%

此前一度强势爆发领涨两

市的非银金融板块近期表现持

续低迷，上周更是成为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唯一一个下跌

的行业指数，周跌幅达2.12%。周

内红绿相间， 退守120日均线位

置。

上周正常交易的38只成分

股中，仅8只股票上涨。 其中，安

信信托、陕国投A和香溢融通的

涨幅居前， 周内涨幅分别达

7.24%、5.19%和4.76%， 大连控

股和中国太保的涨幅也超过了

2%。 下跌的30只股票中跌幅较

大的均为券商股， 方正证券、西

南证券和长江证券的跌幅在7%

以上， 具体跌幅分别为10.46%、

7.57%、7.08%，而太平洋、东北证

券、华泰证券、光大证券和兴业

证券的周跌幅也均超过了6%，

另有11只股票的跌幅超过3%。

非银金融板块的快速回调

与此前过快上涨以及估值的短

期快速修复有关，考虑到融资保

证金上调对券商的业绩影响十

分有限，而且非银金融板块仍然

是今年以来跌幅最大的行业，而

且包括IPO重启、新三板分层、深

港通、注册制、科技新兴板均在

有序推进，政策红利有望陆续释

放。 因此在短期震荡整理之后，

未来仍然存在一定的上行空间。

广发证券指出， 长期而言，

“十三五” 规划建议发布， 提出

“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

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证券

公司作为直接融资体系中的重要

参与者， 将充分受益于证券市场

整体扩容趋势。 短期而言， 一方

面，随着成交金额、两融、股指等

市场环境持续回暖，经纪、资本中

介、 自营等业务表现有望环比向

上，券商高贝塔吸引力凸显；另一

方面，参考最新三季报数据，目前

大型券商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仍

具备上行空间。（王威）

年线位盘桓 沪综指一周上涨

1.39%

上周沪综指围绕年线震荡，

最高上探至3678.27点， 最低下

探至3519.42点， 一周累计上涨

1.39%，收报于3630.50点。 值得

注意的是， 沪市成交额出现萎

缩， 日成交额最低降至3284.43

亿元，显示市场仍处在存量博弈

之中。

上周沪市正常交易的952只

股票中，有695只股票实现上涨，

占比达到73%。其中升华拜克、中

毅达和中江地产的涨幅居首，超

过 60% ， 分 别 上 涨 61.21% 、

61.12%和61.07%。 浪莎股份、曙

光股份、海南椰岛、南威软件和

北方创业 5只股票涨幅超过

30%，38只股票涨幅超过20%，

137只股票涨幅超过10%。 与之

相比，在下跌的252只股票中，九

龙山、柳钢股份、大有能源、市北

高新和方正证券的跌幅居前，超

过10%，分别为27.07%、16.87%、

15.97%、12.37%和10.46%。

经历了此前的连续上涨后，

沪综指由涨转震， 放缓了上行的

脚步。 虽然震荡市中题材热点依

然保持活跃， 但整个市场的成交

额明显回落， 市场仍由存量资金

所主导。大盘短期想要摆脱盘整，

需冲破年线上的密集套牢区域，

而这需要周期权重股再度崛起，

不过前期强势领涨的券商股的估

值已经显著抬升， 部分个股的市

盈率和股价均处于历史高位，增

量资金继续配置蓝筹品种的意愿

已经不强。与此同时，经济数据疲

软、大宗商品下挫，与实体经济密

切相关的周期板块行业景气度较

低，其对于资金的吸引力也不足。

短期沪综指预计将继续在年线位

盘桓。（徐伟平）

震荡上行 创业板指周涨

3.32%

上周创业板指数剧烈波动，

震荡上行。 周中刷新反弹新高后

大幅回调， 一度失守2700点，不

过后半周反弹重返2800点。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大涨

3.21%，逼近2800点；周二最高冲

至2847.90点后回落， 收盘退守

2700点；周三继续震荡回调，收报

2661.17点；周四震荡上行，大涨

4.12%， 收复2700点， 再度剑指

2800点； 周五强势震荡， 上涨

1.06%，收报2800.15点。 由此，创

业板指数上周周涨幅达到3.32%。

个股方面，立思辰上周累计

涨幅最大，为50.93%，鲍斯股份、

永利带业、宝通科技、同有科技

和昆仑万维的周涨幅超过40%，

共有38只股票周涨幅超过20%；

相比之下，荃银高科、中能电气、

浩云科技和高伟达上周跌幅超

过 10% ， 分 别 为 13.72% 、

11.45%、11.04%和10.49%。

创业板指数在反弹至2800

点上方后，波动明显加剧。 不过，

从后两个交易日的表现来看，资

金对创业板股票依然青睐有加，

逢低买入的热情高涨。 在存量博

弈以及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以

创业板为代表的小盘成长股受

益资金抱团、股价弹性以及政策

红利，持续担当行情主角和反弹

先锋。

预计后市创业板将延续震荡

盘升的走势， 随着估值的提升和

前期密集成交区压力的加大，指

数波动和个股分化将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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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上不宜追涨杀跌，建议围

绕确定性主题和具备业绩政策的

优质品种，波段操作。（李波）

多空僵局欲打破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弹，创业板

综指以4.62%的周涨幅收盘。 两

融余额稳增、IPO重启在即，小盘

股高度活跃、热点盘中快速轮动

特征，指数在多空僵局对峙的背

景下不跌反涨，短期市场面临方

向抉择。预计本周初沪指有望保

持惯性上冲的节奏，不过在两市

量能未见突破改善之前，整体操

作频率不宜过快，持仓比重可控

制在半仓水平。

市场环境而言，IPO重启在

即促成上周中小创股反弹延续，

上周因连续上涨面临的结构性

分化不可避免。回顾上周小盘股

完成盘中快速调整过程中，充分

演绎了股价弹性高、短期活跃度

较佳的优势。同期蓝筹股中活跃

的券商、汽车、航空、电力指数则

以绿盘报收。 从“十三五” 规划

建议发布观察，市场未来结构性

热点，仍在行业政策可受度较高

的小盘股。 随着IPO重启后首批

招股书的公布，新制降低中小企

业发行成本， 中小创股基于9月

中旬以来近40%的累积涨幅，随

后又将面临短期结构性活跃格

局， 行业个股分化加剧的趋势

下，对本周市场热点的转变仍将

起到不小推动作用。

尽管从上周市场表现来看，

反弹缩量、调整放量是制约股指

上行的不利因素，但从热点布局

的主线看，持续清晰的题材股与

非金融股的双向轮动，使得市场

总是不乏可造活跃的局面，整固

蓄势更有助于化解多空僵持。 技

术走势方面预示随后的技术反

弹尚难一蹴而就，本周有望形成

惯性上冲潜力，反弹补量将是一

个较长期的过程。

鉴于近期市场偏空因素趋

淡， 本周IPO重启是短期市场方

向性抉择的重要时点。盘面上小

盘股延续性反弹对市场活跃度

的刺激，以及两市量能再度重返

万亿，则是股指形成突破性向上

的关键信号。沪指半年线3764点

与200天线3778点是构成的上

轨区域，是本轮技术反弹重要压

力位置。 操作策略方面，半仓水

平集中持有政策高度支持的行

业个股。

震荡无碍32股上周上演新高秀

11月以来70只股票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李波

11月以来市场启动一波强

势反弹，近期虽震荡整理但拒绝

深调， 沪综指3600点失而复得。

从行业表现来看，11月以来电

子、综合和非银金融板块涨幅居

前，钢铁、交通运输和食品饮料

涨幅较小。 个股方面，11月两市

共有70只股票创历史新高，9只

股票翻番，74只股票月内涨幅超

过50%； 即便在上周震荡格局

下， 仍有32只股票创出历史新

高。 赚钱效应下，上周四资金净

流入格局重现，沪股通也在连续

21日净流出后出现净流入。分析

人士预计震荡盘升走势有望延

续，操作上宜轻指数重个股。

70股11月创历史新高

11月初，伴随以券商为代表

的大盘蓝筹股补涨，深秋行情深

入推进， 市场再掀一轮强势反

弹。 近两周市场冲高后虽然步入

震荡，但资金逢低买入的热度不

减，股指拒绝大幅回调，截至上

周五，沪综指3600点和创业板指

2800点失而复得。

据wind资讯统计，11月以

来，按照总市值加权平均法，28个

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线上涨。 其

中，电子、综合和非银金融指数的

累计涨幅最大， 分别为18.32%、

17.47%和15.54%， 休闲服务、计

算机、有色金属、通信、机械设备、

轻工制造、 传媒和电气设备的月

内涨幅也都在12%以上， 可见市

场热点呈现大小均衡、 全面开花

的态势；相比之下，钢铁、交通运

输、食品饮料、商业贸易和采掘指

数的月内涨幅较小，在5%以下。

伴随市场的反弹，个股赚钱

效应持续提升。 数据显示，11月

以来，累计涨幅超过50%的股票

多达74只，共有70只股票在11月

创出历史新高。 奥马电器、光华

科技、中毅达、易尚展示、升华拜

克、世纪游轮、同方国芯、天齐锂

业和曙光股份9只股票涨幅超过

100%， 其中奥马电器复牌后持

续大涨，月内涨幅高达201.70%。

值得一提的是， 即便在上周

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下， 强势股

票依然层出不穷。升华拜克、林州

重机、中江地产等8只新复牌股票

的涨幅达到61%， 即周内连续五

涨停；浙江永强、立思辰、鲍斯股

份等其余36只股票的涨幅超过

30%。另外，三特索道、华讯方舟、

顺网科技等32只股票无惧市场震

荡，上周强势创出历史新高。

赚钱效应吸引资金流入

面对3600点上方压力以及美

联储加息预期，市场风险偏好一度

回落，引发波动。不过，随着个股炒

作和赚钱效应的持续，存量资金博

弈热情在摇摆中再度回升。

上周四， 沪深两市终结了连

续八个交易日的净流出格局，净流

入资金121.42亿元，凸显抢反弹热

情升温； 不过上周五重回净流出，

也折射资金快进快出的短炒特征。

与此同时， 在连续21个交易日净

卖出后，沪股通最近三个交易日有

两日实现小规模净买入，反映外资

持续出逃的态势有所缓和。

另外，最新数据显示，前一

周沪深两市日均新开账户数为

7.07万户， 自9月份以来首次超

过7万户。 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

金余额日均数为2.2万亿元，是连

续下降4周后的首度回升， 反映

市场赚钱效应明显正在吸引场

外资金流入。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大盘重

回三季度成交密集区， 反弹步入

下半场，上行压力加大，震荡将加

剧，热点轮动将提速；不过利率低

企和改革推进的背景下， 行情尚

难就此终结， 改革主题投资下的

个股行情还将延续。 操作上不宜

追涨杀跌，建议轻指数重个股，紧

跟热点，精选个股，波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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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以来申万一级行业指数表现

“虚拟现实” 概念一周上涨

16.10%

上周，A股市场中的成长股

先抑后扬，电子行业相关的诸多

概念板块表现强势。 其中，Wind

虚拟现实板块5日上涨16.10%，

在所有概念板块中涨幅最高。

个股来看，上周正常交易的

26只虚拟现实概念股均实现了

超过2%的上涨，其中，爱施德、

易尚展示和水晶光电的涨幅最

高，分别达到34.87%、30.95%和

30.73%； 同时还有歌尔声学、华

讯方舟、 川大智胜等9只个股的

涨幅超过了20%。

消息面上的诸多利好支撑了

虚拟现实板块的强势表现。 “中

国科技第一展” 深圳高交会上，

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精彩纷呈，

中国电信展出了头戴VR虚拟现

实机、9D虚拟现实机等最新科技

产品。 而且，上周Magic� Leap获

巨额融资的利好刺激， 反恐情绪

升温也对电子安防领域形成提

振。 此外，顺网科技与HTC就虚

拟现实资源互惠合作达成战略伙

伴关系， 双方未来将在VIVE系

列产品销售、游戏运营、泛娱乐等

多个方面展开合作。 HTC开发的

VIVE系列产品是全球领先的虚

拟现实头显类产品。

当前A股市场依旧是存量博

弈格局，意味着“有故事” 的题材

板块仍是资金追逐的热点， 虚拟

现实正是这样一个前沿而且有故

事的板块。 不过鉴于短线涨幅已

高，投资者宜谨慎追高。（张怡）

震荡格局仍将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两市持续整理，沪

指于3600点上下较为有限的范

围内反复震荡，深圳成指站上半

年线后同样未能进一步上行，两

者用两周的时间构筑了一个新

的整理平台。 与此同时中小板、

创业板在沪深主板持续整理的

背景下上行节奏亦显著放缓，各

市场指数间表现趋于一致。 当前

A股整理格局明显，后期这一局

面料仍将延续，在国内环境不发

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沪深两市

短期暂难走出趋势性行情。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当前国

内外多空因素明显，其产生的分

歧将使得市场多空力量维持在

相对均衡的水平。从偏多的角度

看，国内货币宽松背景下资金利

率下行，管理层陆续出台的经济

政策也将对资本市场形成提振。

从偏空的角度看，当前国内实体

经济依然未有明显的企稳迹象

出现，而外围美联储加息时间点

日益临近，两者均将对A股运行

形成明显制约。这种宏观层面多

空分歧的存在决定了市场将不

会走出单边的上涨或下跌行情，

A股表现因此也将不会明显超

预期。

从资金面的角度分析，目前

看当前资金入场的意愿亦相对

有限，A股显然以存量资金博弈

为主，在不出现资金趋势性流入

或流出的情况下，沪深两市上演

趋势性行情的可能性不大。

由此，后期两市在风格上要

想出现彻底转换显然可能性不

大。 资金选择热点题材进行炒

作， 但受估值因素限制其时间、

空间上均将受到制约，在此背景

下热点轮换变成为唯一选择，最

终导致的结果便是权重板块难

以明显走强带动指数上行，盘面

看似热点纷呈，但市场整体仍难

走出趋势性行情。

本周将以防御性走势为主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指冲高回落，围

绕年线位置牛皮整理。 从盘中

看，智能机器人、超导、虚拟现实

等题材概念表现活跃，结构性行

情持续。近期市场的一个显著特

征，就是遇弱不弱、遇强不强。 所

谓遇弱不弱，就像上周初面对融

资规则调整、巴黎恐怖袭击等不

利因素，大盘不畏不惧，低开高

走； 周四创业板指数隐约破位，

主板先盘后升，化险为夷。 反过

来，在上周初超预期走强、美国

股市大幅走好的情况下，二级市

场却未能趁热打铁、 乘胜追击，

而是呈现无精打采的盘跌走势。

从目前看，年线位置对近期大盘

有很强的吸引和牵制作用，市场

环境也没有能打破现有运行格

局的因素出现，因此震荡盘整的

基本格局不变。

本周投资者最关注的，莫过

于10家新股IPO， 这是自7月初

因股市剧烈动荡管理层暂停新

股发行后的首次重启，且申购方

法沿用原有方法，因此将吸引巨

量资金参与其中。我们注意到近

期次新股板块已有明显异动飙

升， 就是市场对新股发行的预

演。 根据相关招股书披露，此次

10家新股公司总共募集约39.4

亿元，借鉴上半年小盘新股申购

中签率约在千分之三到千分之

五的均值，此次新股申购也有望

吸引上万亿元的资金申购，这对

目前市场存量资金而言，压力不

小。尤其是现阶段清配资去杠杆

之后，对二级市场资金影响将更

加显著。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 ， 预计本周大盘将以防御

性走势为主，甚至可能出现挖坑

走势。如以上半年新股发行时大

盘走势为参照， 一般会出现5天

左右的调整挖坑走势，在新股发

行结束后，申购大军浩浩荡荡回

流二级市场，股指出现填坑向上

的走势。

当然，在指数相对平淡的阶

段，市场局部性行情、局部性机

会仍然存在，创业板、机器人、互

联网等新兴技术题材概念不会

寂寞。 因此，投资者在腾出资金

申购新股撞大运的同时，也应将

筹码适度集中，向中小创当中的

活跃性品种靠拢， 紧跟热点，占

据主动。

逆势回调 非银金融指数周跌

2.12%

此前一度强势爆发领涨两

市的非银金融板块近期表现持

续低迷，上周更是成为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唯一一个下跌

的行业指数，周跌幅达2.12%。周

内红绿相间， 退守120日均线位

置。

上周正常交易的38只成分

股中，仅8只股票上涨。 其中，安

信信托、陕国投A和香溢融通的

涨幅居前， 周内涨幅分别达

7.24%、5.19%和4.76%， 大连控

股和中国太保的涨幅也超过了

2%。 下跌的30只股票中跌幅较

大的均为券商股， 方正证券、西

南证券和长江证券的跌幅在7%

以上， 具体跌幅分别为10.46%、

7.57%、7.08%，而太平洋、东北证

券、华泰证券、光大证券和兴业

证券的周跌幅也均超过了6%，

另有11只股票的跌幅超过3%。

非银金融板块的快速回调

与此前过快上涨以及估值的短

期快速修复有关，考虑到融资保

证金上调对券商的业绩影响十

分有限，而且非银金融板块仍然

是今年以来跌幅最大的行业，而

且包括IPO重启、新三板分层、深

港通、注册制、科技新兴板均在

有序推进，政策红利有望陆续释

放。 因此在短期震荡整理之后，

未来仍然存在一定的上行空间。

广发证券指出， 长期而言，

“十三五” 规划建议发布， 提出

“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

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证券

公司作为直接融资体系中的重要

参与者， 将充分受益于证券市场

整体扩容趋势。 短期而言， 一方

面，随着成交金额、两融、股指等

市场环境持续回暖，经纪、资本中

介、 自营等业务表现有望环比向

上，券商高贝塔吸引力凸显；另一

方面，参考最新三季报数据，目前

大型券商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仍

具备上行空间。（王威）

年线位盘桓 沪综指一周上涨

1.39%

上周沪综指围绕年线震荡，

最高上探至3678.27点， 最低下

探至3519.42点， 一周累计上涨

1.39%，收报于3630.50点。 值得

注意的是， 沪市成交额出现萎

缩， 日成交额最低降至3284.43

亿元，显示市场仍处在存量博弈

之中。

上周沪市正常交易的952只

股票中，有695只股票实现上涨，

占比达到73%。其中升华拜克、中

毅达和中江地产的涨幅居首，超

过 60% ， 分 别 上 涨 61.21% 、

61.12%和61.07%。 浪莎股份、曙

光股份、海南椰岛、南威软件和

北方创业 5只股票涨幅超过

30%，38只股票涨幅超过20%，

137只股票涨幅超过10%。 与之

相比，在下跌的252只股票中，九

龙山、柳钢股份、大有能源、市北

高新和方正证券的跌幅居前，超

过10%，分别为27.07%、16.87%、

15.97%、12.37%和10.46%。

经历了此前的连续上涨后，

沪综指由涨转震， 放缓了上行的

脚步。 虽然震荡市中题材热点依

然保持活跃， 但整个市场的成交

额明显回落， 市场仍由存量资金

所主导。大盘短期想要摆脱盘整，

需冲破年线上的密集套牢区域，

而这需要周期权重股再度崛起，

不过前期强势领涨的券商股的估

值已经显著抬升， 部分个股的市

盈率和股价均处于历史高位，增

量资金继续配置蓝筹品种的意愿

已经不强。与此同时，经济数据疲

软、大宗商品下挫，与实体经济密

切相关的周期板块行业景气度较

低，其对于资金的吸引力也不足。

短期沪综指预计将继续在年线位

盘桓。（徐伟平）

震荡上行 创业板指周涨

3.32%

上周创业板指数剧烈波动，

震荡上行。 周中刷新反弹新高后

大幅回调， 一度失守2700点，不

过后半周反弹重返2800点。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大涨

3.21%，逼近2800点；周二最高冲

至2847.90点后回落， 收盘退守

2700点；周三继续震荡回调，收报

2661.17点；周四震荡上行，大涨

4.12%， 收复2700点， 再度剑指

2800点； 周五强势震荡， 上涨

1.06%，收报2800.15点。 由此，创

业板指数上周周涨幅达到3.32%。

个股方面，立思辰上周累计

涨幅最大，为50.93%，鲍斯股份、

永利带业、宝通科技、同有科技

和昆仑万维的周涨幅超过40%，

共有38只股票周涨幅超过20%；

相比之下，荃银高科、中能电气、

浩云科技和高伟达上周跌幅超

过 10% ， 分 别 为 13.72% 、

11.45%、11.04%和10.49%。

创业板指数在反弹至2800

点上方后，波动明显加剧。 不过，

从后两个交易日的表现来看，资

金对创业板股票依然青睐有加，

逢低买入的热情高涨。 在存量博

弈以及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以

创业板为代表的小盘成长股受

益资金抱团、股价弹性以及政策

红利，持续担当行情主角和反弹

先锋。

预计后市创业板将延续震荡

盘升的走势， 随着估值的提升和

前期密集成交区压力的加大，指

数波动和个股分化将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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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上不宜追涨杀跌，建议围

绕确定性主题和具备业绩政策的

优质品种，波段操作。（李波）

多空僵局欲打破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弹，创业板

综指以4.62%的周涨幅收盘。 两

融余额稳增、IPO重启在即，小盘

股高度活跃、热点盘中快速轮动

特征，指数在多空僵局对峙的背

景下不跌反涨，短期市场面临方

向抉择。预计本周初沪指有望保

持惯性上冲的节奏，不过在两市

量能未见突破改善之前，整体操

作频率不宜过快，持仓比重可控

制在半仓水平。

市场环境而言，IPO重启在

即促成上周中小创股反弹延续，

上周因连续上涨面临的结构性

分化不可避免。回顾上周小盘股

完成盘中快速调整过程中，充分

演绎了股价弹性高、短期活跃度

较佳的优势。同期蓝筹股中活跃

的券商、汽车、航空、电力指数则

以绿盘报收。 从“十三五” 规划

建议发布观察，市场未来结构性

热点，仍在行业政策可受度较高

的小盘股。 随着IPO重启后首批

招股书的公布，新制降低中小企

业发行成本， 中小创股基于9月

中旬以来近40%的累积涨幅，随

后又将面临短期结构性活跃格

局， 行业个股分化加剧的趋势

下，对本周市场热点的转变仍将

起到不小推动作用。

尽管从上周市场表现来看，

反弹缩量、调整放量是制约股指

上行的不利因素，但从热点布局

的主线看，持续清晰的题材股与

非金融股的双向轮动，使得市场

总是不乏可造活跃的局面，整固

蓄势更有助于化解多空僵持。 技

术走势方面预示随后的技术反

弹尚难一蹴而就，本周有望形成

惯性上冲潜力，反弹补量将是一

个较长期的过程。

鉴于近期市场偏空因素趋

淡， 本周IPO重启是短期市场方

向性抉择的重要时点。盘面上小

盘股延续性反弹对市场活跃度

的刺激，以及两市量能再度重返

万亿，则是股指形成突破性向上

的关键信号。沪指半年线3764点

与200天线3778点是构成的上

轨区域，是本轮技术反弹重要压

力位置。 操作策略方面，半仓水

平集中持有政策高度支持的行

业个股。

震荡无碍32股上周上演新高秀

11月以来70只股票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李波

11月以来市场启动一波强

势反弹，近期虽震荡整理但拒绝

深调， 沪综指3600点失而复得。

从行业表现来看，11月以来电

子、综合和非银金融板块涨幅居

前，钢铁、交通运输和食品饮料

涨幅较小。 个股方面，11月两市

共有70只股票创历史新高，9只

股票翻番，74只股票月内涨幅超

过50%； 即便在上周震荡格局

下， 仍有32只股票创出历史新

高。 赚钱效应下，上周四资金净

流入格局重现，沪股通也在连续

21日净流出后出现净流入。分析

人士预计震荡盘升走势有望延

续，操作上宜轻指数重个股。

70股11月创历史新高

11月初，伴随以券商为代表

的大盘蓝筹股补涨，深秋行情深

入推进， 市场再掀一轮强势反

弹。 近两周市场冲高后虽然步入

震荡，但资金逢低买入的热度不

减，股指拒绝大幅回调，截至上

周五，沪综指3600点和创业板指

2800点失而复得。

据wind资讯统计，11月以

来，按照总市值加权平均法，28个

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线上涨。 其

中，电子、综合和非银金融指数的

累计涨幅最大， 分别为18.32%、

17.47%和15.54%， 休闲服务、计

算机、有色金属、通信、机械设备、

轻工制造、 传媒和电气设备的月

内涨幅也都在12%以上， 可见市

场热点呈现大小均衡、 全面开花

的态势；相比之下，钢铁、交通运

输、食品饮料、商业贸易和采掘指

数的月内涨幅较小，在5%以下。

伴随市场的反弹，个股赚钱

效应持续提升。 数据显示，11月

以来，累计涨幅超过50%的股票

多达74只，共有70只股票在11月

创出历史新高。 奥马电器、光华

科技、中毅达、易尚展示、升华拜

克、世纪游轮、同方国芯、天齐锂

业和曙光股份9只股票涨幅超过

100%， 其中奥马电器复牌后持

续大涨，月内涨幅高达201.70%。

值得一提的是， 即便在上周

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下， 强势股

票依然层出不穷。升华拜克、林州

重机、中江地产等8只新复牌股票

的涨幅达到61%， 即周内连续五

涨停；浙江永强、立思辰、鲍斯股

份等其余36只股票的涨幅超过

30%。另外，三特索道、华讯方舟、

顺网科技等32只股票无惧市场震

荡，上周强势创出历史新高。

赚钱效应吸引资金流入

面对3600点上方压力以及美

联储加息预期，市场风险偏好一度

回落，引发波动。不过，随着个股炒

作和赚钱效应的持续，存量资金博

弈热情在摇摆中再度回升。

上周四， 沪深两市终结了连

续八个交易日的净流出格局，净流

入资金121.42亿元，凸显抢反弹热

情升温； 不过上周五重回净流出，

也折射资金快进快出的短炒特征。

与此同时， 在连续21个交易日净

卖出后，沪股通最近三个交易日有

两日实现小规模净买入，反映外资

持续出逃的态势有所缓和。

另外，最新数据显示，前一

周沪深两市日均新开账户数为

7.07万户， 自9月份以来首次超

过7万户。 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

金余额日均数为2.2万亿元，是连

续下降4周后的首度回升， 反映

市场赚钱效应明显正在吸引场

外资金流入。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大盘重

回三季度成交密集区， 反弹步入

下半场，上行压力加大，震荡将加

剧，热点轮动将提速；不过利率低

企和改革推进的背景下， 行情尚

难就此终结， 改革主题投资下的

个股行情还将延续。 操作上不宜

追涨杀跌，建议轻指数重个股，紧

跟热点，精选个股，波段操作。

11月以来涨幅居前的股票

“虚拟现实” 概念一周上涨

16.10%

上周，A股市场中的成长股

先抑后扬，电子行业相关的诸多

概念板块表现强势。 其中，Wind

虚拟现实板块5日上涨16.10%，

在所有概念板块中涨幅最高。

个股来看，上周正常交易的

26只虚拟现实概念股均实现了

超过2%的上涨，其中，爱施德、

易尚展示和水晶光电的涨幅最

高，分别达到34.87%、30.95%和

30.73%； 同时还有歌尔声学、华

讯方舟、 川大智胜等9只个股的

涨幅超过了20%。

消息面上的诸多利好支撑了

虚拟现实板块的强势表现。 “中

国科技第一展” 深圳高交会上，

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精彩纷呈，

中国电信展出了头戴VR虚拟现

实机、9D虚拟现实机等最新科技

产品。 而且，上周Magic� Leap获

巨额融资的利好刺激， 反恐情绪

升温也对电子安防领域形成提

振。 此外，顺网科技与HTC就虚

拟现实资源互惠合作达成战略伙

伴关系， 双方未来将在VIVE系

列产品销售、游戏运营、泛娱乐等

多个方面展开合作。 HTC开发的

VIVE系列产品是全球领先的虚

拟现实头显类产品。

当前A股市场依旧是存量博

弈格局，意味着“有故事” 的题材

板块仍是资金追逐的热点， 虚拟

现实正是这样一个前沿而且有故

事的板块。 不过鉴于短线涨幅已

高，投资者宜谨慎追高。（张怡）

震荡格局仍将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两市持续整理，沪

指于3600点上下较为有限的范

围内反复震荡，深圳成指站上半

年线后同样未能进一步上行，两

者用两周的时间构筑了一个新

的整理平台。 与此同时中小板、

创业板在沪深主板持续整理的

背景下上行节奏亦显著放缓，各

市场指数间表现趋于一致。 当前

A股整理格局明显，后期这一局

面料仍将延续，在国内环境不发

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沪深两市

短期暂难走出趋势性行情。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当前国

内外多空因素明显，其产生的分

歧将使得市场多空力量维持在

相对均衡的水平。从偏多的角度

看，国内货币宽松背景下资金利

率下行，管理层陆续出台的经济

政策也将对资本市场形成提振。

从偏空的角度看，当前国内实体

经济依然未有明显的企稳迹象

出现，而外围美联储加息时间点

日益临近，两者均将对A股运行

形成明显制约。这种宏观层面多

空分歧的存在决定了市场将不

会走出单边的上涨或下跌行情，

A股表现因此也将不会明显超

预期。

从资金面的角度分析，目前

看当前资金入场的意愿亦相对

有限，A股显然以存量资金博弈

为主，在不出现资金趋势性流入

或流出的情况下，沪深两市上演

趋势性行情的可能性不大。

由此，后期两市在风格上要

想出现彻底转换显然可能性不

大。 资金选择热点题材进行炒

作， 但受估值因素限制其时间、

空间上均将受到制约，在此背景

下热点轮换变成为唯一选择，最

终导致的结果便是权重板块难

以明显走强带动指数上行，盘面

看似热点纷呈，但市场整体仍难

走出趋势性行情。

本周将以防御性走势为主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指冲高回落，围

绕年线位置牛皮整理。 从盘中

看，智能机器人、超导、虚拟现实

等题材概念表现活跃，结构性行

情持续。近期市场的一个显著特

征，就是遇弱不弱、遇强不强。 所

谓遇弱不弱，就像上周初面对融

资规则调整、巴黎恐怖袭击等不

利因素，大盘不畏不惧，低开高

走； 周四创业板指数隐约破位，

主板先盘后升，化险为夷。 反过

来，在上周初超预期走强、美国

股市大幅走好的情况下，二级市

场却未能趁热打铁、 乘胜追击，

而是呈现无精打采的盘跌走势。

从目前看，年线位置对近期大盘

有很强的吸引和牵制作用，市场

环境也没有能打破现有运行格

局的因素出现，因此震荡盘整的

基本格局不变。

本周投资者最关注的，莫过

于10家新股IPO， 这是自7月初

因股市剧烈动荡管理层暂停新

股发行后的首次重启，且申购方

法沿用原有方法，因此将吸引巨

量资金参与其中。我们注意到近

期次新股板块已有明显异动飙

升， 就是市场对新股发行的预

演。 根据相关招股书披露，此次

10家新股公司总共募集约39.4

亿元，借鉴上半年小盘新股申购

中签率约在千分之三到千分之

五的均值，此次新股申购也有望

吸引上万亿元的资金申购，这对

目前市场存量资金而言，压力不

小。尤其是现阶段清配资去杠杆

之后，对二级市场资金影响将更

加显著。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 ， 预计本周大盘将以防御

性走势为主，甚至可能出现挖坑

走势。如以上半年新股发行时大

盘走势为参照， 一般会出现5天

左右的调整挖坑走势，在新股发

行结束后，申购大军浩浩荡荡回

流二级市场，股指出现填坑向上

的走势。

当然，在指数相对平淡的阶

段，市场局部性行情、局部性机

会仍然存在，创业板、机器人、互

联网等新兴技术题材概念不会

寂寞。 因此，投资者在腾出资金

申购新股撞大运的同时，也应将

筹码适度集中，向中小创当中的

活跃性品种靠拢， 紧跟热点，占

据主动。

逆势回调 非银金融指数周跌

2.12%

此前一度强势爆发领涨两

市的非银金融板块近期表现持

续低迷，上周更是成为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唯一一个下跌

的行业指数，周跌幅达2.12%。周

内红绿相间， 退守120日均线位

置。

上周正常交易的38只成分

股中，仅8只股票上涨。 其中，安

信信托、陕国投A和香溢融通的

涨幅居前， 周内涨幅分别达

7.24%、5.19%和4.76%， 大连控

股和中国太保的涨幅也超过了

2%。 下跌的30只股票中跌幅较

大的均为券商股， 方正证券、西

南证券和长江证券的跌幅在7%

以上， 具体跌幅分别为10.46%、

7.57%、7.08%，而太平洋、东北证

券、华泰证券、光大证券和兴业

证券的周跌幅也均超过了6%，

另有11只股票的跌幅超过3%。

非银金融板块的快速回调

与此前过快上涨以及估值的短

期快速修复有关，考虑到融资保

证金上调对券商的业绩影响十

分有限，而且非银金融板块仍然

是今年以来跌幅最大的行业，而

且包括IPO重启、新三板分层、深

港通、注册制、科技新兴板均在

有序推进，政策红利有望陆续释

放。 因此在短期震荡整理之后，

未来仍然存在一定的上行空间。

广发证券指出， 长期而言，

“十三五” 规划建议发布， 提出

“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

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证券

公司作为直接融资体系中的重要

参与者， 将充分受益于证券市场

整体扩容趋势。 短期而言， 一方

面，随着成交金额、两融、股指等

市场环境持续回暖，经纪、资本中

介、 自营等业务表现有望环比向

上，券商高贝塔吸引力凸显；另一

方面，参考最新三季报数据，目前

大型券商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仍

具备上行空间。（王威）

年线位盘桓 沪综指一周上涨

1.39%

上周沪综指围绕年线震荡，

最高上探至3678.27点， 最低下

探至3519.42点， 一周累计上涨

1.39%，收报于3630.50点。 值得

注意的是， 沪市成交额出现萎

缩， 日成交额最低降至3284.43

亿元，显示市场仍处在存量博弈

之中。

上周沪市正常交易的952只

股票中，有695只股票实现上涨，

占比达到73%。其中升华拜克、中

毅达和中江地产的涨幅居首，超

过 60% ， 分 别 上 涨 61.21% 、

61.12%和61.07%。 浪莎股份、曙

光股份、海南椰岛、南威软件和

北方创业 5只股票涨幅超过

30%，38只股票涨幅超过20%，

137只股票涨幅超过10%。 与之

相比，在下跌的252只股票中，九

龙山、柳钢股份、大有能源、市北

高新和方正证券的跌幅居前，超

过10%，分别为27.07%、16.87%、

15.97%、12.37%和10.46%。

经历了此前的连续上涨后，

沪综指由涨转震， 放缓了上行的

脚步。 虽然震荡市中题材热点依

然保持活跃， 但整个市场的成交

额明显回落， 市场仍由存量资金

所主导。大盘短期想要摆脱盘整，

需冲破年线上的密集套牢区域，

而这需要周期权重股再度崛起，

不过前期强势领涨的券商股的估

值已经显著抬升， 部分个股的市

盈率和股价均处于历史高位，增

量资金继续配置蓝筹品种的意愿

已经不强。与此同时，经济数据疲

软、大宗商品下挫，与实体经济密

切相关的周期板块行业景气度较

低，其对于资金的吸引力也不足。

短期沪综指预计将继续在年线位

盘桓。（徐伟平）

震荡上行 创业板指周涨

3.32%

上周创业板指数剧烈波动，

震荡上行。 周中刷新反弹新高后

大幅回调， 一度失守2700点，不

过后半周反弹重返2800点。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大涨

3.21%，逼近2800点；周二最高冲

至2847.90点后回落， 收盘退守

2700点；周三继续震荡回调，收报

2661.17点；周四震荡上行，大涨

4.12%， 收复2700点， 再度剑指

2800点； 周五强势震荡， 上涨

1.06%，收报2800.15点。 由此，创

业板指数上周周涨幅达到3.32%。

个股方面，立思辰上周累计

涨幅最大，为50.93%，鲍斯股份、

永利带业、宝通科技、同有科技

和昆仑万维的周涨幅超过40%，

共有38只股票周涨幅超过20%；

相比之下，荃银高科、中能电气、

浩云科技和高伟达上周跌幅超

过 10% ， 分 别 为 13.72% 、

11.45%、11.04%和10.49%。

创业板指数在反弹至2800

点上方后，波动明显加剧。 不过，

从后两个交易日的表现来看，资

金对创业板股票依然青睐有加，

逢低买入的热情高涨。 在存量博

弈以及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以

创业板为代表的小盘成长股受

益资金抱团、股价弹性以及政策

红利，持续担当行情主角和反弹

先锋。

预计后市创业板将延续震荡

盘升的走势， 随着估值的提升和

前期密集成交区压力的加大，指

数波动和个股分化将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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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上不宜追涨杀跌，建议围

绕确定性主题和具备业绩政策的

优质品种，波段操作。（李波）

多空僵局欲打破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弹，创业板

综指以4.62%的周涨幅收盘。 两

融余额稳增、IPO重启在即，小盘

股高度活跃、热点盘中快速轮动

特征，指数在多空僵局对峙的背

景下不跌反涨，短期市场面临方

向抉择。预计本周初沪指有望保

持惯性上冲的节奏，不过在两市

量能未见突破改善之前，整体操

作频率不宜过快，持仓比重可控

制在半仓水平。

市场环境而言，IPO重启在

即促成上周中小创股反弹延续，

上周因连续上涨面临的结构性

分化不可避免。回顾上周小盘股

完成盘中快速调整过程中，充分

演绎了股价弹性高、短期活跃度

较佳的优势。同期蓝筹股中活跃

的券商、汽车、航空、电力指数则

以绿盘报收。 从“十三五” 规划

建议发布观察，市场未来结构性

热点，仍在行业政策可受度较高

的小盘股。 随着IPO重启后首批

招股书的公布，新制降低中小企

业发行成本， 中小创股基于9月

中旬以来近40%的累积涨幅，随

后又将面临短期结构性活跃格

局， 行业个股分化加剧的趋势

下，对本周市场热点的转变仍将

起到不小推动作用。

尽管从上周市场表现来看，

反弹缩量、调整放量是制约股指

上行的不利因素，但从热点布局

的主线看，持续清晰的题材股与

非金融股的双向轮动，使得市场

总是不乏可造活跃的局面，整固

蓄势更有助于化解多空僵持。 技

术走势方面预示随后的技术反

弹尚难一蹴而就，本周有望形成

惯性上冲潜力，反弹补量将是一

个较长期的过程。

鉴于近期市场偏空因素趋

淡， 本周IPO重启是短期市场方

向性抉择的重要时点。盘面上小

盘股延续性反弹对市场活跃度

的刺激，以及两市量能再度重返

万亿，则是股指形成突破性向上

的关键信号。沪指半年线3764点

与200天线3778点是构成的上

轨区域，是本轮技术反弹重要压

力位置。 操作策略方面，半仓水

平集中持有政策高度支持的行

业个股。

震荡无碍32股上周上演新高秀

11月以来70只股票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李波

11月以来市场启动一波强

势反弹，近期虽震荡整理但拒绝

深调， 沪综指3600点失而复得。

从行业表现来看，11月以来电

子、综合和非银金融板块涨幅居

前，钢铁、交通运输和食品饮料

涨幅较小。 个股方面，11月两市

共有70只股票创历史新高，9只

股票翻番，74只股票月内涨幅超

过50%； 即便在上周震荡格局

下， 仍有32只股票创出历史新

高。 赚钱效应下，上周四资金净

流入格局重现，沪股通也在连续

21日净流出后出现净流入。分析

人士预计震荡盘升走势有望延

续，操作上宜轻指数重个股。

70股11月创历史新高

11月初，伴随以券商为代表

的大盘蓝筹股补涨，深秋行情深

入推进， 市场再掀一轮强势反

弹。 近两周市场冲高后虽然步入

震荡，但资金逢低买入的热度不

减，股指拒绝大幅回调，截至上

周五，沪综指3600点和创业板指

2800点失而复得。

据wind资讯统计，11月以

来，按照总市值加权平均法，28个

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线上涨。 其

中，电子、综合和非银金融指数的

累计涨幅最大， 分别为18.32%、

17.47%和15.54%， 休闲服务、计

算机、有色金属、通信、机械设备、

轻工制造、 传媒和电气设备的月

内涨幅也都在12%以上， 可见市

场热点呈现大小均衡、 全面开花

的态势；相比之下，钢铁、交通运

输、食品饮料、商业贸易和采掘指

数的月内涨幅较小，在5%以下。

伴随市场的反弹，个股赚钱

效应持续提升。 数据显示，11月

以来，累计涨幅超过50%的股票

多达74只，共有70只股票在11月

创出历史新高。 奥马电器、光华

科技、中毅达、易尚展示、升华拜

克、世纪游轮、同方国芯、天齐锂

业和曙光股份9只股票涨幅超过

100%， 其中奥马电器复牌后持

续大涨，月内涨幅高达201.70%。

值得一提的是， 即便在上周

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下， 强势股

票依然层出不穷。升华拜克、林州

重机、中江地产等8只新复牌股票

的涨幅达到61%， 即周内连续五

涨停；浙江永强、立思辰、鲍斯股

份等其余36只股票的涨幅超过

30%。另外，三特索道、华讯方舟、

顺网科技等32只股票无惧市场震

荡，上周强势创出历史新高。

赚钱效应吸引资金流入

面对3600点上方压力以及美

联储加息预期，市场风险偏好一度

回落，引发波动。不过，随着个股炒

作和赚钱效应的持续，存量资金博

弈热情在摇摆中再度回升。

上周四， 沪深两市终结了连

续八个交易日的净流出格局，净流

入资金121.42亿元，凸显抢反弹热

情升温； 不过上周五重回净流出，

也折射资金快进快出的短炒特征。

与此同时， 在连续21个交易日净

卖出后，沪股通最近三个交易日有

两日实现小规模净买入，反映外资

持续出逃的态势有所缓和。

另外，最新数据显示，前一

周沪深两市日均新开账户数为

7.07万户， 自9月份以来首次超

过7万户。 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

金余额日均数为2.2万亿元，是连

续下降4周后的首度回升， 反映

市场赚钱效应明显正在吸引场

外资金流入。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大盘重

回三季度成交密集区， 反弹步入

下半场，上行压力加大，震荡将加

剧，热点轮动将提速；不过利率低

企和改革推进的背景下， 行情尚

难就此终结， 改革主题投资下的

个股行情还将延续。 操作上不宜

追涨杀跌，建议轻指数重个股，紧

跟热点，精选个股，波段操作。

上周32股创历史新高

“虚拟现实” 概念一周上涨

16.10%

上周，A股市场中的成长股

先抑后扬，电子行业相关的诸多

概念板块表现强势。 其中，Wind

虚拟现实板块5日上涨16.10%，

在所有概念板块中涨幅最高。

个股来看，上周正常交易的

26只虚拟现实概念股均实现了

超过2%的上涨，其中，爱施德、

易尚展示和水晶光电的涨幅最

高，分别达到34.87%、30.95%和

30.73%； 同时还有歌尔声学、华

讯方舟、 川大智胜等9只个股的

涨幅超过了20%。

消息面上的诸多利好支撑了

虚拟现实板块的强势表现。 “中

国科技第一展” 深圳高交会上，

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精彩纷呈，

中国电信展出了头戴VR虚拟现

实机、9D虚拟现实机等最新科技

产品。 而且，上周Magic� Leap获

巨额融资的利好刺激， 反恐情绪

升温也对电子安防领域形成提

振。 此外，顺网科技与HTC就虚

拟现实资源互惠合作达成战略伙

伴关系， 双方未来将在VIVE系

列产品销售、游戏运营、泛娱乐等

多个方面展开合作。 HTC开发的

VIVE系列产品是全球领先的虚

拟现实头显类产品。

当前A股市场依旧是存量博

弈格局，意味着“有故事” 的题材

板块仍是资金追逐的热点， 虚拟

现实正是这样一个前沿而且有故

事的板块。 不过鉴于短线涨幅已

高，投资者宜谨慎追高。（张怡）

震荡格局仍将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两市持续整理，沪

指于3600点上下较为有限的范

围内反复震荡，深圳成指站上半

年线后同样未能进一步上行，两

者用两周的时间构筑了一个新

的整理平台。 与此同时中小板、

创业板在沪深主板持续整理的

背景下上行节奏亦显著放缓，各

市场指数间表现趋于一致。 当前

A股整理格局明显，后期这一局

面料仍将延续，在国内环境不发

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沪深两市

短期暂难走出趋势性行情。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当前国

内外多空因素明显，其产生的分

歧将使得市场多空力量维持在

相对均衡的水平。从偏多的角度

看，国内货币宽松背景下资金利

率下行，管理层陆续出台的经济

政策也将对资本市场形成提振。

从偏空的角度看，当前国内实体

经济依然未有明显的企稳迹象

出现，而外围美联储加息时间点

日益临近，两者均将对A股运行

形成明显制约。这种宏观层面多

空分歧的存在决定了市场将不

会走出单边的上涨或下跌行情，

A股表现因此也将不会明显超

预期。

从资金面的角度分析，目前

看当前资金入场的意愿亦相对

有限，A股显然以存量资金博弈

为主，在不出现资金趋势性流入

或流出的情况下，沪深两市上演

趋势性行情的可能性不大。

由此，后期两市在风格上要

想出现彻底转换显然可能性不

大。 资金选择热点题材进行炒

作， 但受估值因素限制其时间、

空间上均将受到制约，在此背景

下热点轮换变成为唯一选择，最

终导致的结果便是权重板块难

以明显走强带动指数上行，盘面

看似热点纷呈，但市场整体仍难

走出趋势性行情。

本周将以防御性走势为主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指冲高回落，围

绕年线位置牛皮整理。 从盘中

看，智能机器人、超导、虚拟现实

等题材概念表现活跃，结构性行

情持续。近期市场的一个显著特

征，就是遇弱不弱、遇强不强。 所

谓遇弱不弱，就像上周初面对融

资规则调整、巴黎恐怖袭击等不

利因素，大盘不畏不惧，低开高

走； 周四创业板指数隐约破位，

主板先盘后升，化险为夷。 反过

来，在上周初超预期走强、美国

股市大幅走好的情况下，二级市

场却未能趁热打铁、 乘胜追击，

而是呈现无精打采的盘跌走势。

从目前看，年线位置对近期大盘

有很强的吸引和牵制作用，市场

环境也没有能打破现有运行格

局的因素出现，因此震荡盘整的

基本格局不变。

本周投资者最关注的，莫过

于10家新股IPO， 这是自7月初

因股市剧烈动荡管理层暂停新

股发行后的首次重启，且申购方

法沿用原有方法，因此将吸引巨

量资金参与其中。我们注意到近

期次新股板块已有明显异动飙

升， 就是市场对新股发行的预

演。 根据相关招股书披露，此次

10家新股公司总共募集约39.4

亿元，借鉴上半年小盘新股申购

中签率约在千分之三到千分之

五的均值，此次新股申购也有望

吸引上万亿元的资金申购，这对

目前市场存量资金而言，压力不

小。尤其是现阶段清配资去杠杆

之后，对二级市场资金影响将更

加显著。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 ， 预计本周大盘将以防御

性走势为主，甚至可能出现挖坑

走势。如以上半年新股发行时大

盘走势为参照， 一般会出现5天

左右的调整挖坑走势，在新股发

行结束后，申购大军浩浩荡荡回

流二级市场，股指出现填坑向上

的走势。

当然，在指数相对平淡的阶

段，市场局部性行情、局部性机

会仍然存在，创业板、机器人、互

联网等新兴技术题材概念不会

寂寞。 因此，投资者在腾出资金

申购新股撞大运的同时，也应将

筹码适度集中，向中小创当中的

活跃性品种靠拢， 紧跟热点，占

据主动。

逆势回调 非银金融指数周跌

2.12%

此前一度强势爆发领涨两

市的非银金融板块近期表现持

续低迷，上周更是成为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唯一一个下跌

的行业指数，周跌幅达2.12%。周

内红绿相间， 退守120日均线位

置。

上周正常交易的38只成分

股中，仅8只股票上涨。 其中，安

信信托、陕国投A和香溢融通的

涨幅居前， 周内涨幅分别达

7.24%、5.19%和4.76%， 大连控

股和中国太保的涨幅也超过了

2%。 下跌的30只股票中跌幅较

大的均为券商股， 方正证券、西

南证券和长江证券的跌幅在7%

以上， 具体跌幅分别为10.46%、

7.57%、7.08%，而太平洋、东北证

券、华泰证券、光大证券和兴业

证券的周跌幅也均超过了6%，

另有11只股票的跌幅超过3%。

非银金融板块的快速回调

与此前过快上涨以及估值的短

期快速修复有关，考虑到融资保

证金上调对券商的业绩影响十

分有限，而且非银金融板块仍然

是今年以来跌幅最大的行业，而

且包括IPO重启、新三板分层、深

港通、注册制、科技新兴板均在

有序推进，政策红利有望陆续释

放。 因此在短期震荡整理之后，

未来仍然存在一定的上行空间。

广发证券指出， 长期而言，

“十三五” 规划建议发布， 提出

“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

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证券

公司作为直接融资体系中的重要

参与者， 将充分受益于证券市场

整体扩容趋势。 短期而言， 一方

面，随着成交金额、两融、股指等

市场环境持续回暖，经纪、资本中

介、 自营等业务表现有望环比向

上，券商高贝塔吸引力凸显；另一

方面，参考最新三季报数据，目前

大型券商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仍

具备上行空间。（王威）

年线位盘桓 沪综指一周上涨

1.39%

上周沪综指围绕年线震荡，

最高上探至3678.27点， 最低下

探至3519.42点， 一周累计上涨

1.39%，收报于3630.50点。 值得

注意的是， 沪市成交额出现萎

缩， 日成交额最低降至3284.43

亿元，显示市场仍处在存量博弈

之中。

上周沪市正常交易的952只

股票中，有695只股票实现上涨，

占比达到73%。其中升华拜克、中

毅达和中江地产的涨幅居首，超

过 60% ， 分 别 上 涨 61.21% 、

61.12%和61.07%。 浪莎股份、曙

光股份、海南椰岛、南威软件和

北方创业 5只股票涨幅超过

30%，38只股票涨幅超过20%，

137只股票涨幅超过10%。 与之

相比，在下跌的252只股票中，九

龙山、柳钢股份、大有能源、市北

高新和方正证券的跌幅居前，超

过10%，分别为27.07%、16.87%、

15.97%、12.37%和10.46%。

经历了此前的连续上涨后，

沪综指由涨转震， 放缓了上行的

脚步。 虽然震荡市中题材热点依

然保持活跃， 但整个市场的成交

额明显回落， 市场仍由存量资金

所主导。大盘短期想要摆脱盘整，

需冲破年线上的密集套牢区域，

而这需要周期权重股再度崛起，

不过前期强势领涨的券商股的估

值已经显著抬升， 部分个股的市

盈率和股价均处于历史高位，增

量资金继续配置蓝筹品种的意愿

已经不强。与此同时，经济数据疲

软、大宗商品下挫，与实体经济密

切相关的周期板块行业景气度较

低，其对于资金的吸引力也不足。

短期沪综指预计将继续在年线位

盘桓。（徐伟平）

震荡上行 创业板指周涨

3.32%

上周创业板指数剧烈波动，

震荡上行。 周中刷新反弹新高后

大幅回调， 一度失守2700点，不

过后半周反弹重返2800点。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大涨

3.21%，逼近2800点；周二最高冲

至2847.90点后回落， 收盘退守

2700点；周三继续震荡回调，收报

2661.17点；周四震荡上行，大涨

4.12%， 收复2700点， 再度剑指

2800点； 周五强势震荡， 上涨

1.06%，收报2800.15点。 由此，创

业板指数上周周涨幅达到3.32%。

个股方面，立思辰上周累计

涨幅最大，为50.93%，鲍斯股份、

永利带业、宝通科技、同有科技

和昆仑万维的周涨幅超过40%，

共有38只股票周涨幅超过20%；

相比之下，荃银高科、中能电气、

浩云科技和高伟达上周跌幅超

过 10% ， 分 别 为 13.72% 、

11.45%、11.04%和10.49%。

创业板指数在反弹至2800

点上方后，波动明显加剧。 不过，

从后两个交易日的表现来看，资

金对创业板股票依然青睐有加，

逢低买入的热情高涨。 在存量博

弈以及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以

创业板为代表的小盘成长股受

益资金抱团、股价弹性以及政策

红利，持续担当行情主角和反弹

先锋。

预计后市创业板将延续震荡

盘升的走势， 随着估值的提升和

前期密集成交区压力的加大，指

数波动和个股分化将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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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上不宜追涨杀跌，建议围

绕确定性主题和具备业绩政策的

优质品种，波段操作。（李波）

多空僵局欲打破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弹，创业板

综指以4.62%的周涨幅收盘。 两

融余额稳增、IPO重启在即，小盘

股高度活跃、热点盘中快速轮动

特征，指数在多空僵局对峙的背

景下不跌反涨，短期市场面临方

向抉择。预计本周初沪指有望保

持惯性上冲的节奏，不过在两市

量能未见突破改善之前，整体操

作频率不宜过快，持仓比重可控

制在半仓水平。

市场环境而言，IPO重启在

即促成上周中小创股反弹延续，

上周因连续上涨面临的结构性

分化不可避免。回顾上周小盘股

完成盘中快速调整过程中，充分

演绎了股价弹性高、短期活跃度

较佳的优势。同期蓝筹股中活跃

的券商、汽车、航空、电力指数则

以绿盘报收。 从“十三五” 规划

建议发布观察，市场未来结构性

热点，仍在行业政策可受度较高

的小盘股。 随着IPO重启后首批

招股书的公布，新制降低中小企

业发行成本， 中小创股基于9月

中旬以来近40%的累积涨幅，随

后又将面临短期结构性活跃格

局， 行业个股分化加剧的趋势

下，对本周市场热点的转变仍将

起到不小推动作用。

尽管从上周市场表现来看，

反弹缩量、调整放量是制约股指

上行的不利因素，但从热点布局

的主线看，持续清晰的题材股与

非金融股的双向轮动，使得市场

总是不乏可造活跃的局面，整固

蓄势更有助于化解多空僵持。 技

术走势方面预示随后的技术反

弹尚难一蹴而就，本周有望形成

惯性上冲潜力，反弹补量将是一

个较长期的过程。

鉴于近期市场偏空因素趋

淡， 本周IPO重启是短期市场方

向性抉择的重要时点。盘面上小

盘股延续性反弹对市场活跃度

的刺激，以及两市量能再度重返

万亿，则是股指形成突破性向上

的关键信号。沪指半年线3764点

与200天线3778点是构成的上

轨区域，是本轮技术反弹重要压

力位置。 操作策略方面，半仓水

平集中持有政策高度支持的行

业个股。

震荡无碍32股上周上演新高秀

11月以来70只股票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李波

11月以来市场启动一波强

势反弹，近期虽震荡整理但拒绝

深调， 沪综指3600点失而复得。

从行业表现来看，11月以来电

子、综合和非银金融板块涨幅居

前，钢铁、交通运输和食品饮料

涨幅较小。 个股方面，11月两市

共有70只股票创历史新高，9只

股票翻番，74只股票月内涨幅超

过50%； 即便在上周震荡格局

下， 仍有32只股票创出历史新

高。 赚钱效应下，上周四资金净

流入格局重现，沪股通也在连续

21日净流出后出现净流入。分析

人士预计震荡盘升走势有望延

续，操作上宜轻指数重个股。

70股11月创历史新高

11月初，伴随以券商为代表

的大盘蓝筹股补涨，深秋行情深

入推进， 市场再掀一轮强势反

弹。 近两周市场冲高后虽然步入

震荡，但资金逢低买入的热度不

减，股指拒绝大幅回调，截至上

周五，沪综指3600点和创业板指

2800点失而复得。

据wind资讯统计，11月以

来，按照总市值加权平均法，28个

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线上涨。 其

中，电子、综合和非银金融指数的

累计涨幅最大， 分别为18.32%、

17.47%和15.54%， 休闲服务、计

算机、有色金属、通信、机械设备、

轻工制造、 传媒和电气设备的月

内涨幅也都在12%以上， 可见市

场热点呈现大小均衡、 全面开花

的态势；相比之下，钢铁、交通运

输、食品饮料、商业贸易和采掘指

数的月内涨幅较小，在5%以下。

伴随市场的反弹，个股赚钱

效应持续提升。 数据显示，11月

以来，累计涨幅超过50%的股票

多达74只，共有70只股票在11月

创出历史新高。 奥马电器、光华

科技、中毅达、易尚展示、升华拜

克、世纪游轮、同方国芯、天齐锂

业和曙光股份9只股票涨幅超过

100%， 其中奥马电器复牌后持

续大涨，月内涨幅高达201.70%。

值得一提的是， 即便在上周

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下， 强势股

票依然层出不穷。升华拜克、林州

重机、中江地产等8只新复牌股票

的涨幅达到61%， 即周内连续五

涨停；浙江永强、立思辰、鲍斯股

份等其余36只股票的涨幅超过

30%。另外，三特索道、华讯方舟、

顺网科技等32只股票无惧市场震

荡，上周强势创出历史新高。

赚钱效应吸引资金流入

面对3600点上方压力以及美

联储加息预期，市场风险偏好一度

回落，引发波动。不过，随着个股炒

作和赚钱效应的持续，存量资金博

弈热情在摇摆中再度回升。

上周四， 沪深两市终结了连

续八个交易日的净流出格局，净流

入资金121.42亿元，凸显抢反弹热

情升温； 不过上周五重回净流出，

也折射资金快进快出的短炒特征。

与此同时， 在连续21个交易日净

卖出后，沪股通最近三个交易日有

两日实现小规模净买入，反映外资

持续出逃的态势有所缓和。

另外，最新数据显示，前一

周沪深两市日均新开账户数为

7.07万户， 自9月份以来首次超

过7万户。 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

金余额日均数为2.2万亿元，是连

续下降4周后的首度回升， 反映

市场赚钱效应明显正在吸引场

外资金流入。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大盘重

回三季度成交密集区， 反弹步入

下半场，上行压力加大，震荡将加

剧，热点轮动将提速；不过利率低

企和改革推进的背景下， 行情尚

难就此终结， 改革主题投资下的

个股行情还将延续。 操作上不宜

追涨杀跌，建议轻指数重个股，紧

跟热点，精选个股，波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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