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

数据/信息

D

■ 2015年11月30日 星期一

ata·Information

■ 责编：徐伟平 电话：010－63070256 E-mail:zbs@zzb.com.cn

11月大宗交易成交额环比增逾四成
新兴产业交投活跃 蓝筹股现QFII对倒
□本报记者 王威
10月以来伴随着市场的企
稳回升，大宗交易市场的交投活
跃度也逐步回暖。 11月大宗交易
累计成交317.70亿元，环比增长
40.68%。 其中，新兴产业相关板
块出镜率颇高，QFII席位更是出
现了对倒蓝筹股的交易行为，且
相对优于整体溢价率水平。 从历
史经验上看，这与短期阶段行情
关联度较高，建议投资者积极关
注。

市场转暖 大宗交易交投回升
10月以来，A股企稳并在震
荡——
—上涨的两波轮动过程中
“拾级而上” ，伴随着指数“水涨
船高” 以及量能的明显回升，大
宗交易市场的交投也快速回升，
成交金额及总笔数均有比较明
显的增长。
据Wind资讯数据，11月沪
深 两 市 共 发 生 了 675 笔 大 宗 交
易，平均折价率为-4.02%，累计
交易股数为22.61亿股， 合计成
交额为317.70亿元，较10月增长
了40.68%。
从今年全年的大宗交易市
场成交情况来看，大宗交易市场
与指数表现联系十分紧密，呈现
出与指数月度涨幅变化基本同
步的特征。 今年1月至6月，跟随
市场不断走高步伐，大宗交易的
交投活跃度也不断提升， 直至7
月后大宗交易呈现断崖式下跌，
交投活跃度大幅萎缩并于9月创
下年内低点，随后活跃度再度缓
慢提升。
从具体成交数据来看，今年
上半年， 大宗交易成交额从1月
的415.24亿元不断增加，5月交
投达到年内高峰，月累计成交额

达到了1346.83亿元， 期间大宗
交易成交总笔数也基本维持在
1000笔以上， 最高一度达到了
1924笔。 不过7月大宗交易成交
额相比6月大幅下滑918.73亿元
至243.84亿元，成交笔数更是回
落至516笔。 9月大宗交易市场的
交投活跃度降至冰点，月度总成
交额仅为90.86亿元， 成交笔数
则仅为307笔。 与之对应，今年2
月起市场再度开启强势连涨过
程，连续4个月上涨，并于6月中
旬突破了5100点关口， 冲高至
5178.19点， 随后市场开始出现
连续暴跌过程， 上证综指连续4
个月回撤至3000点关口附近，10
月以来，市场才再度企稳并逐步
回升。
业内人士指出， 历史上，大
宗交易市场的活跃度也往往与
市场行情存在正相关关系。 这主
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 一方面，
机构投资者通过大宗交易吸筹
不仅可以规避二级市场难以买
入足量筹码问题，而且通过大宗
交易成交无禁售期限制，且手续
费率低，机构投资者可通过其较
强的议价能力获得较大的套利
空间；另一方面，股东也倾向于
在行情好的时候通过大宗交易
减持，在更易获得较大收益的同
时对股价影响也相对较小。

中小创活跃 QFII对倒蓝筹股
从折价率及溢价成交数量
等数据来看，市场表现与其大致
成方向变动关系。 今年上半年，
尤其是1月至4月，大宗交易的平
均折价率均在-5.20%以上，溢
价成交总笔数也逐渐增加， 至5
月议价成交笔数达到了483笔，
此后大宗交易的平均折价率回
到-4%附近， 并两度跌破了4%

11月大宗交易行业分布情况

今年以来大宗交易基本情况

QFII席位11月买入部分股票
成交量
折价率
成交额
所属申万
买方营业部
卖方营业部
(万股\份
(%)
(万元)
行业
\张)
603001.SH 奥康国际 2015-11-25 34.00
4.52
268.30 9,122.20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纺织服装
世纪游轮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梅湾街证券营业部
休闲服务
002558.SZ
2015-11-18 46.00
-9.75 132.00 6,072.2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
食品饮料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5-11-5 216.56
0.73
15.94 3,452.2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国际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
食品饮料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5-11-13 215.11 -2.23
12.98 2,792.84
002183.SZ 怡亚通 2015-11-2 45.00
0.47
55.00 2,475.0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华一路证券营业部 交通运输
怡亚通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华一路证券营业部
交通运输
002183.SZ
2015-11-4 47.00
0.00
50.00 2,350.00
002183.SZ 怡亚通 2015-11-3 44.79
0.00
47.96 2,148.2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华一路证券营业部 交通运输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国际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
非银金融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11-13 35.05
-1.07
59.24 2,076.50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非银金融
600030.SH 中信证券 2015-11-26 20.09
0.00
100.00 2,009.00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国际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公用事业
600900.SH 长江电力 2015-11-18 13.44
-2.40 101.33 1,361.93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银行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5-11-5 18.75
2.12
47.06 882.40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银行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11-5 16.22
3.64
49.18 797.63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化工
600143.SH 金发科技 2015-11-5 8.38
0.72
77.95 653.22
保利地产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房地产
600048.SH
2015-11-11 9.34
1.41
62.59 584.5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
交通运输
601006.SH 大秦铁路 2015-11-5 9.41
2.51
61.10 574.95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交通运输
600009.SH 上海机场 2015-11-5 32.40
2.60
17.02 551.3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国际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非营业场所)
公用事业
600900.SH 长江电力 2015-11-19 13.51
0.52
38.00 513.38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电气设备
600885.SH 宏发股份 2015-11-11 30.63
1.52
15.64 479.03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汽车
600066.SH 宇通客车 2015-11-11 22.25
0.36
19.48 433.43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银行
601818.SH 光大银行 2015-11-5 4.28
3.38
97.76 418.42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电气设备
601222.SH 林洋电子 2015-11-11 34.08
1.55
11.93 406.57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非银金融
601628.SH 中国人寿 2015-11-11 28.81
-1.87
14.11 406.51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休闲服务
601888.SH 中国国旅 2015-11-11 56.47
-1.48
6.79
383.36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电气设备
600406.SH 国电南瑞 2015-11-11 17.46
-0.63
19.13 334.01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银行
601988.SH 中国银行 2015-11-17 4.08
0.74
75.46 307.88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医药生物
600211.SH 西藏药业 2015-11-17 41.77
-0.07
6.89
287.8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国际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
非银金融
601601.SH 中国太保 2015-11-13 26.53
-1.01
10.82 287.11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公用事业
600900.SH 长江电力 2015-11-16 13.04
-9.13
21.70 282.97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汽车
600104.SH 上汽集团 2015-11-17 20.26
0.25
11.23 227.5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国际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
银行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11-13 8.79
-1.01
24.00 210.96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化工
600028.SH 中国石化 2015-11-11 5.36
-0.56
31.33 167.93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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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期

成交价

关口。 至11月无论是溢价成交笔
数抑或是折价率均出现明显回
升。
据Wind资讯数据，11月以
来的这675笔大宗交易中， 共有
138笔以溢价方式成交， 平均溢
价率达4.19%。 其中，金洲管道、
新华锦、当代东方、中国中车、思
美传媒、中江地产、华数传媒和
实益达的溢价率居前，均在10%
以上。
从行业板块分布来看，新兴
产业出镜率最高。 28个申万一级
行业 板 块 均 存 在 大 宗 交 易 ， 化
工、传媒、电子、医药生物、机械
设备、汽车、计算机、电子设备和
综合板块的成交笔数较多。 其

中，传媒、电子、议案耀生物、机
械设备和计算机板块的具体成
交笔数分别为68笔、51笔、49笔、
47笔和33笔。
从席位上来看，除机构专用
席位外，华泰证券武汉友谊大道
证券营业部、东兴证券上海肇嘉
滨路证券营业部、第一创业证券
上海巨野路证券营业部和广发
证券西藏南路证券营业部买入
十分积极。 而且这些席位买入的
股票也十分集中， 华数传媒、科
隆精化、海南航空、鼎立股份、川
仪股份成交笔数居前。
除此之外，11月QFII席位出
现频繁对倒蓝筹股的特点。 具体
来看，中金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营

业部本月共有18次买入交易，其
中17次的卖出席位为其本身，另
一次交易则由同为QFII大本营
的中金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营业部卖出。 而中金公司北京建
国门外大街营业部的5次买入操
作对手也均为QFII席位，涉及营
业部有中金公司上海淮海中路
营业部、中金公司北京建国门外
大街营业部和中金公司深圳福
华一路营业部。 此外，申银万国
国际部及国泰君安总部的交易
对手也均为QFII大本营席位。 而
交易股票以中国银行、 中国人
寿、招商银行、宇通客车等大盘
旁蓝筹股为主， 平均折价率达
-0.13%，显著优于平均水平。

及20日均线位置，并先后击穿了
3600点关口和3500点关口，最低
下探至3412.43点， 最终以5.48%
的跌幅刷新了8月26日以来的新
高。由此，上周上证综指累计下跌
5.35%。
市场的突然大跌是受到多方
面因素共振所致。一方面，市场的
短炒风气也愈发浓厚， 存量资金

场内腾挪特征明显， 谨慎情绪也
随之逐渐升温， 这也是其他利空
因素能够起效的基础。另一方面，
本周IPO申购将正式启动， 由于
本批新股依然沿用旧规， 故而短
期对资金面的冲击不可忽视。 此
外，最新发布的10月工业企业利
润加速下滑， 显示经济下行压力
并未出现明显缓解， 经济持续疲

软对于投资者情绪影响较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五
市场快速下跌的同时，量能依旧
相对平稳， 并未出现显著放量，
显示资金跟随杀跌的热情有限，
这也预示着市场回调空间并不
大。 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被错杀
的优质成长股，逢低吸纳以布局
明年的“春季行情” 。 （王威）

游科技和鲍斯股份的周涨幅最
高，均有余连续涨停涨幅超过了
61%；合康变频、朗玛信息的涨
幅均超过了33%；此外，还有东
方通、 日机密封和汇金股份等6
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20%。 相
反， 红宇新材、GQY视讯合北信
源的跌幅均超过了17%。
创业板是9月以来本轮反弹

行情的领涨者，创业板的走势是
市场人气和信心的晴雨表，上周
四和周五的大幅回调，对市场情
绪造成不利影响。 不过投资者也
应该看到，上周五的跌停股中不
少是前期涨幅较大的个股。 如创
业板中年初至上周五涨幅最大
的中文在线，年初以来涨幅超过
6倍的昆仑万维、 近期强势上攻

的上海新阳、梅泰诺等个股。 同
时，例如潜能恒信、合康变频等
个股仍旧强势涨停，市场热点仍
有表现。
总体而言，市场经过连续上
行后的压力快速释放，不会改变
行情趋势，短线出逃获利了结或
为打新做准备，存量博弈下成长
股仍将反复演绎。 （张怡）

股均出现下跌。 其中，成发科技、
中航动控和北方导航的周跌幅
居前，分别下跌14.94%、13.43%
和12.85%，光电股份、中航动力
和中航飞机的周跌幅均超过
10%，中国卫星、中航机电、中航
黑豹的跌幅在8%以上。
国防军工板块上周领跌，很
大程度上缘于前期累计涨幅较大
和估值高企引发的获利回吐，特

别是在谨慎情绪升温的周五，改
革政策落地反而引起“
见光死” 。
中信建投研报曾指出， 市场对军
队体制改革的预期较为充分，改
革会带动相关股票出现短期脉冲
式上涨，但并非可以持续配置。另
外， 军工板块平均估值位居全市
场第一，处于历史较高水平，而临
近年底市场风险偏好降低， 因此
维持年底军工行情谨慎判断。

不过另一方面，资产配置荒
和充裕流动性的背景下，市场系
统性风险有限，大跌成为优质品
种低吸的机会。 作为高贝塔品
种， 国防军工板块弹性较大，大
跌后有望启动技术性反弹。 与此
同时， 改革红利还将持续释放，
挤泡之后受益资产证券化、军民
融合、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优质品
种值得逢低关注。 （李波）

到13.01%。南都电源、南风化工、
东旭光电和江海股份跌幅超过
5%。
消息面上，工业与信息化部
原材料工业司司长周长益在
2015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
上透露，包括石墨烯在内的新材
料产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正在
编制并即将出台。 石墨烯作为材
料界新星，凭借优异性能可广泛

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
多个领域，有望被列为重点发展
对象。
在国家战略指引下，我国石
墨烯研发和专利持有已在全球
占据一席之地。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已经陆续拨款超过3亿
元资助石墨烯相关项目；国家引
导石墨烯产业成立了中国石墨
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盟

成员已达53家，6位联盟常务理
事单位分别对石墨烯技术路线、
标准战略、专利布局、国际合作
和产业促进进行支持和合理引
导。
分析人士指出，石墨烯虽然
上周表现抗跌，但短期市场大幅
回落，题材热点快速切换，建议
投资者波动操作热点，不要盲目
追涨。 （徐伟平）

牛熊数字化
失守3500点 上证综指周跌5.35%
在连续震荡整理近3周时间
后，上周周五市场遭遇“黑色星
期五” ，大幅跳水，失守3500点
关口，并回吐了11月以来的大部
分涨幅。
上证综指上周周初延续震荡
整理走势， 周一小幅回撤0.56%

后，周二在触及周内低点3563.10
点后企稳回升，小涨0.16%，周三
大盘继续上行， 涨幅也增大到了
0.88%， 走势则在冲高3668.38点
后逐步回落，下跌0.34%，回归5
日均线附近。到了周五，大盘低开
后大幅下挫，相继失守5日、10日

冲高回落 创业板指一周下跌5.38%
上周，创业板指的表现先扬
后抑，戏剧性十足。 在周三创出
近四个月新高后，周五继续小幅
冲高触及了2915.95点， 而后便
冲高回落，周五更是随着大盘的
调整而大幅杀跌6.48%，由此，创
业板指一路跌落至2649.55点，

上周总体跌幅为5.38%， 三周连
阳后上周的周k线已经跌破了5
日均线。
个股来看，上周全部创业板
个股中 仅 有 131 只 个 股 实 现 上
涨， 而多达204只个股遭遇不同
程度的下跌。 其中，富瑞特装、迅

■ 券商论道

行情不会出现持续踩踏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五沪深大盘倾盆而下，
上证指数单日跌幅高达5.48%，
创下自八月下旬以来最大单日
跌幅。 投资者也极为担心年末A
股会不会重蹈今年6月和8月两
波持续暴跌的覆辙。 笔者认为出
现这种持续踩踏的可能性极小，
市场环境和当时已有重大区别。
本周市场企稳反弹的机会较大。
投资者不必过于恐慌。
从周五大跌的动因看，一是
下周有10只新股集中发行，场内
资金等待离场机会，但由于此前
大盘反复盘整、没有拉高，使这
部分资金有些着急，因此一有风
吹草动，筹码松动极快。 二是管
理层规范券商资产管理业务范
围， 杜绝融资性收益交换业务，
防范可能出现的高倍杠杆的融
资行为，被市场解读为利空。 三
是管理层连出重手，接连立案调
查中信证券和国信证券涉嫌违
反证券法的行为。 正是在这种怀
疑和猜忌中， 发生了相互续踩
踏， 并又反衬和强化了这种担
心，最终形成负向循环，使行情
走势极为难看。
但是，仔细想想，周五市场
明显反应过度。 10只新股发行市
场早已消化，如参照上半年新股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400-3600点

下周热点

成长性题材

下周焦点

新股发行

短期市场仍面临调整压力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经过持续的震荡整理后，
上周最后两个交易日A股沪深
两市向下展开调整，沪指连续跌
破 3600、3500 两 个 整 数 关 口 重
回30日均线下方，而深圳成指亦
大幅下挫创近三周以来收盘新
低。 与此同时中小板、创业板同
样显著回落， 市场风险明显增
大。 对于后期，我们认为以上周
五两市的长阴调整为标志，短期
市场仍面临下行压力，沪深两市
风险料将进一步释放。
伴随A股回归常态，近期以
来前期管理层出台的系列救市
政策陆续退出，继重启IPO后，周
五新闻发布会证监会确认解除
券商自营净卖出限制。 从以上迹
象合理推测，后期救市期间出台
的非常规政策将逐步退出。 对于
下周趋势

看空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300-3600点

下周热点

次新股、重组、蓝筹

下周焦点

新股发行

上周五市场大跌，行业板块
悉数回吐周内涨幅，国防军工板
块周跌幅位居行业首位。
国防军工板块上周前四个
交易日维持震荡整理格局，周五
在改革强军战略实施的利好刺
激下高开，之后震荡下行，午后
加速跳水，当日下跌7.27%，在所

有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跌幅最
大。 从周涨跌幅来看，上周行业
板块全面下跌，国防军工板块周
跌幅居首，下跌7.39%。
个股方面，上周27只正常交
易的国防军工个股中，仅有博云
新材和中直股份实现上涨，周涨
幅分别为5.22%和1.57%，其余个

题材热度依旧 石墨烯概念一周上涨3.16%
沪深两市大盘上周五大幅
下挫，基本回吐了此前的大部分
涨幅，题材热点更是出现集体退
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五
石墨烯概念表现抗跌，当日下跌
2.74%，跌幅远低于主要指数。 而
一周以来石墨烯概念更是逆市
上涨3.16%， 涨幅在132个Wind

概念中位居首位。
从个股来看，上周正常交易
的14只指数成分股中， 有6只股
票实现上涨，中泰化学、乐通股
份和方大炭素涨幅超过20%，分
别 上 涨 29.27% 、27.03% 和
20.40%。在下跌的8只股票中，中
超控股跌幅最大， 超过10%，达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002642.SZ
300145.SZ
300297.SZ
601258.SH
601258.SH
000633.SZ
600518.SH
600221.SH
600279.SH
300353.SZ
300353.SZ
600711.SH
300266.SZ
300266.SZ
603001.SH
002010.SZ
600331.SH
601258.SH
300011.SZ
600279.SH
603019.SH
600221.SH
002143.SZ
002284.SZ
002284.SZ
300266.SZ
600506.SH
002560.SZ

荣之联
南方泵业
蓝盾股份
庞大集团
庞大集团
合金投资
康美药业
海南航空
重庆港九
东土科技
东土科技
盛屯矿业
兴源环境
兴源环境
奥康国际
传化股份
宏达股份
庞大集团
鼎汉技术
重庆港九
中科曙光
海南航空
印纪传媒
亚太股份
亚太股份
兴源环境
香梨股份
通达股份

2015-11-24
2015-11-23
2015-11-24
2015-11-23
2015-11-23
2015-11-27
2015-11-24
2015-11-25
2015-11-23
2015-11-25
2015-11-23
2015-11-23
2015-11-24
2015-11-24
2015-11-25
2015-11-27
2015-11-27
2015-11-23
2015-11-26
2015-11-23
2015-11-25
2015-11-26
2015-11-23
2015-11-23
2015-11-23
2015-11-24
2015-11-26
2015-11-25

45.85
44.45
20.50
4.09
4.09
18.00
16.80
3.98
13.54
26.88
26.88
8.53
46.50
46.00
34.00
21.35
7.50
4.09
30.23
13.68
89.32
3.94
28.00
14.15
14.15
46.00
19.15
31.05

折价率
(%)
-9.99
-2.16
1.13
-8.50
-8.50
0.22
0.42
-1.49
-9.37
-3.66
-6.99
-4.05
3.93
2.82
4.52
-9.26
-9.42
-8.50
-6.29
-8.43
-10.00
-2.96
-9.59
1.58
1.58
2.82
-10.01
-10.00

当日
收盘价
50.55
46.30
21.13
4.40
4.40
18.40
16.85
4.06
14.10
28.75
28.45
8.60
47.66
47.66
34.01
21.79
7.51
4.40
31.17
14.10
101.70
4.02
34.07
14.50
14.50
47.66
21.55
36.96

上周市场震荡收低，周五沪
指长阴报收，预示调整确立。创业
板加快回调步伐， 新股IPO重启
压力未消除， 券商被查等因素综
合作用下， 市场盘整近三个交易
周， 对历史成本区始终未能形成
有效突破，做空情绪亟待宣泄。预
计周初沪指惯性回探的必要，操
作上半仓之下防御策略为主。
进入本周，再开闸后首批十
只新股集中在上半周，预计对短
期资金面压力明显，惯性下挫后
的市场情绪，也难以在短期内较
快回复。 目前来看，板块个股的
调整压力也还在陆续释放。 技术
走势观察， 周五快速调整过程
下周趋势

看空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370-3600点

下周热点

防御类

下周焦点

中小创

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成交量
(万股\份\张)
467.99
440.00
800.00
3,600.00
3,100.00
700.00
715.00
3,000.00
850.00
420.00
400.00
1,253.85
200.00
200.00
268.30
422.00
1,200.00
2,200.00
274.70
599.00
90.00
2,000.00
280.00
529.50
529.50
158.13
374.73
230.45

成交额
(万元)
21,457.34
19,558.00
16,400.00
14,724.00
12,679.00
12,600.00
12,012.00
11,940.00
11,509.00
11,289.60
10,752.00
10,695.31
9,300.00
9,200.00
9,122.20
9,009.70
9,000.00
8,998.00
8,304.14
8,194.32
8,038.80
7,880.00
7,840.00
7,492.43
7,492.43
7,273.98
7,176.08
7,155.47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起始日

002489.SZ
600112.SH
300418.SZ
002067.SZ
002095.SZ
603993.SH
000016.SZ
600652.SH
600652.SH
300418.SZ
300418.SZ
300333.SZ
300266.SZ
002751.SZ
000025.SZ
000016.SZ
000016.SZ
300033.SZ
002536.SZ
603883.SH
002681.SZ
002681.SZ
600112.SH
600555.SH
600555.SH
002612.SZ
002555.SZ
002555.SZ

浙江永强
天成控股
昆仑万维
景兴纸业
生意宝
洛阳钼业
深康佳A
游久游戏
游久游戏
昆仑万维
昆仑万维
兆日科技
兴源环境
易尚展示
特力A
深康佳A
深康佳A
同花顺
西泵股份
老百姓
奋达科技
奋达科技
天成控股
九龙山
九龙山
朗姿股份
顺荣三七
顺荣三七

振幅值达15%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换手率达20%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振幅值达15%
换手率达20%
振幅值达15%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涨跌幅偏离值达7%
换手率达20%
涨跌幅偏离值达7%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涨跌幅偏离值达7%
换手率达20%
涨跌幅偏离值达7%
换手率达20%
振幅值达15%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
换手率达20%
涨跌幅偏离值达7%

2015-11-23
2015-11-26
2015-11-26
2015-11-19
2015-11-23
2015-11-20
2015-11-19
2015-11-23
2015-11-25
2015-11-23
2015-11-23
2015-11-19
2015-11-24
2015-11-20
2015-11-24
2015-11-23
2015-11-23
2015-11-25
2015-11-25
2015-11-24
2015-11-23
2015-11-23
2015-11-27
2015-11-23
2015-11-23
2015-11-25
2015-11-23
2015-11-23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606223.9878
561554.5559
553675.8684
493303.9427
482084.4182
478153.1703
475211.3668
451219.4761
446556.5496
433553.1096
433553.1096
415125.0874
353366.5658
342460.9479
335275.8750
326119.1455
326119.1455
313944.4423
312859.6108
307495.0121
300905.9799
300905.9799
297265.1368
284009.4216
284009.4216
277601.1031
272276.8121
272276.8121

区间
涨跌幅
-8.90
15.81
3.37
-15.60
24.98
20.99
25.86
-21.01
-2.50
-8.58
-8.58
26.86
27.85
25.96
33.10
10.07
10.07
10.00
23.57
33.12
9.99
9.99
10.02
0.00
0.00
18.13
10.01
10.01

区间
换手率
24.61
53.49
33.01
41.80
23.18
6.83
50.24
26.23
25.98
30.88
30.88
41.21
47.03
76.36
25.90
32.87
32.87
13.71
86.05
61.39
30.95
30.95
27.55
27.57
27.57
44.67
29.44
29.44

A股而言，我们认为虽然当前市
场已逐步回归常态， 但6月暴跌
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仍未彻
底消除，在投资者信心整体依然
偏弱的情况下，救市政策的退出
无疑将对市场心理形成负面暗
示，从而抑制各方持续做多的意
愿。
此外， 下周将迎来IPO重启
后首批新股发行，其对资金面的
冲击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短期市场运行。 根据之前证监会
发布的内容，前期暂缓发行的28
家新股将延用老办法发行，下周
10家将进入申购程序。 从之前的
经验看，在预缴款制度下新股申
购往往伴随资金面的大幅波动，
本次新股发行发行料也将对市
场资金面形成一定冲击，从而对
二级市场运行形成负面影响。
在上周五长阴杀跌的背景
下，伴随市场盘面热点板块的走
弱，加上救市政策陆续退出对投
资者心理形成的负面暗示，以及
新股发行可能造成的资金面波
动，后期沪深指数料仍面临进一
步向下调整的压力。

长阴损伤技术形态
□西部证券 黄铮

周跌7.39% 国防军工板块领跌

发行时也有“挖坑” 行为，但发
行结束后资金 “填坑” 同样迅
速，短暂的分流只是一种挪用而
已。 管理层规范券商和机构融资
类收益互换行为，有个别观点认
为暴跌关键所在，其实这种看法
是错误的，因为根据上市公司三
季报和上市券商三季报统计，9
月末券商自营总市值规模只有
2500亿元左右， 即便考虑10月
份行情上涨， 其规模也不超过
3000亿元，何况这其中绝大多数
还是券商真正的自营仓位。 管理
层此举的重点还是未雨绸缪、防
微杜渐的预防性措施，市场存在
误读。
另外，从三季度A股市场的
两次暴跌动因分析，前者是因为
清配资导致持续千股跌停，筹码
流动性丧失又导致融资盘面临
强制性爆仓，后者是由于人民币
8月份一次性贬值引发全球金融
市场动荡，当时道指暴跌10%以
上，极为罕见，以及管理层对机
构场外配资的倒计时清算。 但从
目前看，市场没有巨额强制性平
仓盘，个股也没有持续千股跌停
的触发因素，加上融资杠杆已经
收缩，安全边际明显提升，因此
从多方面分析，市场不具备复制
6月和8月行情持续暴跌的基础。
本周大盘大概率将呈现企稳反
弹走势，投资者不必惊慌。 当然
经过大跌后，如果投资者还想从
二级市场套现，去摇新股的意义
已经不大， 周五的5.48%已经远
超新股的预期收益，不妨耐心持
股较好。

中， 各指数均处于急搓形态，沪
指盘中失守各短期均线后，进一
步向中期五十日均线靠拢寻求
支撑， 沪指日K线股指重心牵制
下移。 周K线观察，沪指五周K线
下行迹象显示调整未完结，且指
数 并 未 脱 离 前 期 盘 整 的
3300-3600区域。 沪指十周K线
与日K线五十日均线基本重合，
本周初可关注沪指能否回稳于
3370点上方。
总体看，基本面环境决定市
场具备结构性行情特征，消息面
干扰又在促成指数技术调整的
节奏，尽管市场中期形态并未被
破坏， 但短线快调压力的结束，
仍在于主跌品种的盘中回稳，相
对积极的信号在于两市量能基
本维持稳定，预示短期市场的回
档空间较为有限。 本周密切关注
券商指数和创业板综指止跌信
号的出现。 操作策略方面，半仓
之下从轻配置，对于急挫品种不
宜盲目补仓或抢反弹。

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阶 段 统 计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时间
603368.SH
300409.SZ
300032.SZ
300407.SZ
603518.SH
002735.SZ
300232.SZ
603128.SH
600661.SH
600988.SH
600208.SH
002733.SZ
300408.SZ
300170.SZ
300367.SZ
603123.SH
300084.SZ
300217.SZ
000863.SZ
300010.SZ
300182.SZ
600363.SH
600985.SH
002379.SZ
600870.SH

柳州医药
道氏技术
金龙机电
凯发电气
维格娜丝
王子新材
洲明科技
华贸物流
新南洋
赤峰黄金
新湖中宝
雄韬股份
三环集团
汉得信息
东方网力
翠微股份
海默科技
东方电热
三湘股份
立思辰
捷成股份
联创光电
雷鸣科化
鲁丰环保
*ST厦华

2015-12-4
2015-12-3
2015-12-3
2015-12-3
2015-12-3
2015-12-3
2015-12-3
2015-12-3
2015-12-3
2015-12-3
2015-12-3
2015-12-3
2015-12-3
2015-12-2
2015-12-2
2015-12-2
2015-12-2
2015-12-1
2015-12-1
2015-11-30
2015-11-30
2015-11-30
2015-11-30
2015-11-30
2015-11-30

本期流通
数量(万股)
3488.39
2913.75
3357.51
5018.80
1863.26
402.00
19.96
834.90
772.33
28559.83
177395.81
5571.53
41612.51
266.20
91.88
6039.49
4316.57
5934.72
18979.10
203.28
312.00
2067.00
6845.47
1600.00
15238.10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已流通数
量(万股)
5738.39
5351.25
57842.14
8418.80
5562.76
2402.00
13877.77
80834.90
18140.01
56660.46
813696.04
13221.28
50812.40
62323.25
14979.99
36839.49
26618.79
27487.25
92848.19
42350.05
59356.57
44347.68
26285.47
68695.67
52319.97

待流通数
流通股份类型
量(万股)
5511.6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4398.7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9751.8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5181.2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9235.2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5598.0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426.04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7767.6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14658.6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96271.0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17378.7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5569.4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20539.2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14845.7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15574.9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5857.7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17994.6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28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26107.7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82201.9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23944.3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