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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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969.SH

海南矿业

2015-12-9 67,200.00 85,867.00 100,8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226.SH

华电重工

2015-12-11 14,250.00 36,750.00 78,75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63.SZ

普邦园林

2015-12-7 19,024.23 99,077.21 71,382.3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27.SZ

华谊兄弟

2015-12-8 177.48 92,495.09 46,363.11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408.SZ

三环集团

2015-12-8 39,405.31 48,605.21 37,776.5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546.SZ

金圆股份

2015-12-9 5,981.60 22,623.04 37,220.9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39.SZ

上海凯宝

2015-12-8 354.12 61,455.32 21,913.1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0922.SZ

佳电股份

2015-12-9 6,714.22 36,557.72 17,809.0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27.SZ

一心堂

2015-12-7 298.66 9,583.24 16,446.7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47.SZ

乐金健康

2015-12-8 1,061.28 18,972.99 14,956.5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47.SZ

泰格医药

2015-12-7 271.76 29,295.82 14,035.77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00532.SH

宏达矿业

2015-12-7 23,113.19 39,623.44 11,983.1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32.SZ

燕塘乳业

2015-12-7 2,328.14 6,263.14 9,471.8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66.SZ

兴源环境

2015-12-7 17,288.13 32,485.47 8,915.76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851.SZ

高鸿股份

2015-12-7 2,940.00 51,721.13 7,415.3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98.SZ

三诺生物

2015-12-9 44.41 19,282.00 6,821.9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79.SZ

和晶科技

2015-12-11 890.91 6,679.06 6,636.0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86.SZ

安科瑞

2015-12-11 10.00 8,377.80 5,906.9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3998.SH

方盛制药

2015-12-7 5,428.77 8,972.57 5,200.6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084.SZ

海鸥卫浴

2015-12-9 3,600.00 40,605.58 5,026.04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128.SZ

露天煤业

2015-12-11 26,153.85 158,822.01 4,615.8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766.SH

隆鑫通用

2015-12-7 63.51 80,421.78 3,309.57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300178.SZ

腾邦国际

2015-12-8 261.68 52,112.56 1,712.6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471.SZ

中超控股

2015-12-7 5,850.00 125,816.47 983.5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79.SZ

中弘股份

2015-12-8 153,354.63 460,794.26 236.5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21.SZ

东华能源

2015-12-7 13,654.62 69,003.35 231.2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96.SZ

南岭民爆

2015-12-7 10,688.68 37,074.70 54.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68.SZ

万福生科

2015-12-11 3,508.77 13,4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今年限售股解禁市值月度统计（亿元）

12月限售股解禁数量排行12月解禁股类型分布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3300-3600

点

本周热点 权重蓝筹

、

重组

、

创投

本周焦点 注册制进度

、

人民币汇率

本周趋势 看空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3420-3670

点

本周热点 新电器

、

机顶盒

本周焦点 房地产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3430-3570

点

本周热点 次新股

本周焦点 海外市场

、

11

月经济数据

震荡延续 博弈加剧

□银泰证券 陈建华

经过11月最后两个交易日

短暂而激烈的调整后，上周A股

两市企稳运行。在银行、地产、保

险等权重板块走强的带动下，沪

指3500点失而复得，深证成指亦

重回半年线上方，中小板、创业

板虽未再次强势反弹，但调整压

力明显缓解，A股市场整体运行

趋于稳定。沪深两市整体上仍将

维持震荡格局，但受事件性因素

影响资金博弈料将明显加剧。

一方面， 国内经济低迷、货

币宽松的宏观环境决定了A股

短期不大可能走出趋势性行情。

对于A股而言，实体经济的低迷

将对周期权重股形成持续制约，

使得沪深两市面临上行动力不

足的局面， 但同样在货币宽松、

资金成本下行的背景下，沪深市

场亦将受到有力支撑，使得两市

单边调整的概率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 在缺乏趋势性机

会的情况下，事件性因素对市场的

影响将明显增强，资金博弈也将因

此加剧。近段时间以来影响A股运

行的事件性因素较前期相比明显

增多， 即便如人民币加入SDR，

IPO重启已经成行，但其对沪深两

市的影响显然远未结束， 加入

SDR后人民币汇率走势，IPO重启

后注册制推进进程仍是后期市场

关注焦点。虽然在不明显超预期的

情况下，对A股将不会形成系统性

的冲击， 但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

其仍将加剧各方担忧心理并造成

分歧，从而使得市场博弈加剧。

无量反弹难转颓势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以弱势反弹来修复

前期跌势，沪指周涨2.58%，但量

能释放明显滞后。尽管盘面显示，

二八切换的轮动格局从未缺失，

但在经济数据不达预期影响下，

A股的超跌反弹也显得不温不

火。持续以来的量能低位，表明做

多情绪始终并未有效聚集， 这是

制约股指难以逾越技术压力区的

主要原因， 本周打新持续对短期

资金面造成影响， 市场同期活跃

度的提升尚难期盼。 预计沪指股

指重心围绕五周均线仍需整固，

整体操作不宜超过半仓水平。

结合市场走势特征观察，上

周市场明显处于大中小市值品种

轮动格局中， 市场风格切换并无

明显的持续性特征， 热点可圈且

单一性特征突出。 而两市成交乏

力、量能方面始终处于低位徘徊，

无论是前期沪指超过5%的跌幅，

还是上周四个交易日连续上涨过

程中， 沪指日均成交始终维持在

3491.14亿元的日均水平，这一状

况也仅比9月份沪指3000点筑底

阶段略胜一筹。考虑到进入本周，

虽有万亿打新资金回流， 但仍有

10家新股陆续申购，短期资金回

流有待12月16日以后全部完成。

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线

显示， 指数与短期均线反复纠

缠，量能拖累之下，沪指并没有

真正意义冲破均线束缚，虽前期

回探中期均线支撑，但距上档半

年线压力仍有距离。 沪指与均线

所成收敛趋势，预示整固延续还

有周期未完成。周K线显示，沪指

反弹并未有效突破五周均线压

制，且前期3670点一带压力作用

明显，以目前量能突破较难。

总体看，消息面无明显利多

推动，打新压力持续，市场整体

处于结构性行情之中，热点局部

活跃。 量能欠佳的状态下，需要

再度回到横盘整理的平复周期

内，预计沪指十日均线上方仍需

整理一到两个交易周，打新资金

回流的中旬阶段，或有望促成指

数收敛结构后的方向抉择。 无论

怎样，量能始终是反映指数突变

的真实信号，未见恢复性反弹确

立之前，整体操作要以半防御的

谨慎策略为主，持仓结构优选低

价绩优的成长股。

市场料防御性盘整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指探底回升，其

中既有新股发行、分流高峰过去，

也有管理层及时澄清各类传闻，

精心呵护市场的作用。 不过由于

新股发行频密， 留给申购大军回

流二级市场时间窗口过小， 下周

市场仍将以盘整为主，偏于防御，

上证指数将围绕3500点波动。

首先，根据相关公告，从本

周五到下周一又将有中新科技

等10只新股上网发行，融资总额

近50亿元。由于上周新股申购资

金高达2.46万亿，如果全部转战

本周末的新股申购，中间留给二

级市场的窗口只有5个交易日，

显然不具备施展的空间。 何况，

之所以这么多资金囤积IPO市

场，也反映出资金对后市的谨慎

态度。 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增量

资金参与及存量回流的推动下，

行情仍以稳固盘整为主。

其次，从市场环境看，随着11

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超过预期，

12月16日美联储展开近10年来首

次加息已经是极大概率的事件，因

此周五美股出现强劲上扬。 而同

时， 欧洲央行为挽救疲弱经济，决

定持续降息并延长欧洲版QE的操

作时限，导致周四周五欧洲市场的

持续下跌。由于欧美央行货币政策

分道扬镳， 全球金融市场无所适

从，纷纷寻找各自的定位，包括亚

太市场也出现动荡走势，这一影响

也将对A股市场有持续映射作用。

从国内环境看，最新制造业PMI回

落至2012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反

映宏观经济仍面临持续调整的压

力，市场对本月内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高度关注，因此短线A股

呈现等待性走势的几率很大。

最后，从盘口看，上周房地

产、 保险等权重股开始异动，大

盘股开始和创业板等高估值品

种展开拉锯，资金争夺战已经打

响。虽然短期内是否成功尚有不

明确信号，但从前期领涨的创业

板走势看，有转入下降通道的可

能。 目前来看，由于存量资金有

限， 权重股真正翻身仍有困难，

但资金拉锯将使领涨股趋弱，市

场热点消散，加剧短线资金的观

望情绪，强化盘整意愿。

基于此，本周上证指数有望

以3500点为轴心，震荡整理。 投

资者在操作上以半仓为宜，如遇

年末急跌，可大胆建仓为明年春

季行情做准备， 所谓 “深耕冬

播” ， 买跌不追涨。 如果出现急

拉， 则可在3650点上方分批减

持，等待后续震荡中再行回补。

■ 券商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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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解禁市值逾3447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12月A股市场即将收官，资

金排名战下争夺更为激烈，波动

也将显著增大。 然而此时A股市

场同时迎来了限售股解禁的小

高峰， 逾245万股的解禁市值逾

3447亿元，是11月的3倍，仅次于

6月和3月是今年内解禁第三高。

其中涉及个股126只， 定增机构

配售股份和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份是主要的解禁股类型。由于12

月行情变数增多，限售股的抛售

压力不可小觑，投资者宜保持谨

慎，降低仓位，等待春季更丰富

的机遇期。

限售股解禁迎小高峰

从今年全年的限售股解禁

情况来看，6月、3月和12月是今

年限售股解禁的前三大月份。 全

年限售股解禁最低谷则出现在

11月份，当月限售股解禁量和解

禁市值分别只有81.05亿股和

1175亿元。

其中，6月份因为有中国中

车的整体上市，当期单中车一只

个股的当月流通股份数目就达

到了111.39亿股，占当月总解禁

股数317.8亿股的近半；而6月总

解禁市值也由此高达7674.71亿

元。 实际上这部分并不能算是严

格意义上的限售股解禁。 3月份

的解禁股数和市值位居第二位，

分别为307.17亿股和4508.52亿

元。 12月的解禁规模位居第二

位 ， 解禁股数和市值分别为

245.22亿股和3446.94亿元。 而

在12月的这几个交易周中，下周

又是一个小高潮 。 下周共有

42.39亿股， 解禁市值达到了

651.47亿元。

从即将解禁的个股来看，有

73只个股是定向增发机构配售

股份；有27只个股是首发原股东

限售股份，这其中有23只个股是

2014年之后上市的次新股，而国

信证券也是本月限售股解禁规

模最大的个股；此外，有13只个

股是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有7只

个股是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

从个股的解禁规模来看，国

信证券在12月29日即将迎来首

发原股东限售股份解禁，解禁股

数达到了42亿股，遥遥领先位居

首位；京能电力、新湖中宝和中

弘股份的解禁股数也居前列，分

别为 23.20亿股、17.74亿股和

15.34亿股， 解禁股类型均为定

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华锐风电

和天海投资的解禁股数超过了

14亿股；此外，中天城投、神州高

铁、海南矿业、金科股份的解禁

股数均超过了6.6亿股。 相对而

言，梅泰诺、安科瑞和天舟文化

等11只个股的解禁股数均较小，

均未超过百万股。

12月行情变数较多

今年的A股市场并不平静，

在经历了6、7、8月的大幅震荡之

后，终于在11月迎来了一波反弹

行情，不少个股更是创出了一年

以来的新高。 尽管此前经历了深

幅调整，但上周企稳反弹，使得

投资者信心重塑，走势回归持续

胶着的状态。 实际上，12月作为

2015年的收官月份，本是资金排

名战最后时期，而限售股解禁小

高峰又将为年底A股市场的资金

面带来隐忧，行情变数可能会超

出预期。

从历史行情上来看，3月行

情由于正处于牛市中快速拉升

阶段，惜售情绪较为明显，因而

限售股大批量解禁对行情的影

响并不大。 后续，限售股解禁潮

来袭多少对A股6月市场大幅下

挫形成助力，而踩踏态势的形成

使得股市低迷状况延续数月。 而

今， 市场行情逐步企稳开始反

弹，但是面临12月资金排名战收

官，在大幅波动概率本已增加的

情况下，行情的强弱牵动着限售

股的情绪。

广发证券继续对A股市场维

持谨慎观点，建议大家先把仓位

降下来，耐心等待股市“不破不

立”的机会。川财证券则认为，不

论是定向增发股份还是股权质

押，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牛市的高

点进行融资，市场剧烈波动使得

限售股价值大幅缩水。 在无法看

到行情明显好转的情况下，一旦

机构定增配售股票解禁，将会带

来很大的抛压。 分析人士也认

为， 春季行情更为值得期待，但

是短线投资者要时刻警惕限售

股解禁后的抛售动能。

12月解禁股类型分布

震荡延续 博弈加剧

□银泰证券 陈建华

经过11月最后两个交易日

短暂而激烈的调整后，上周A股

两市企稳运行。在银行、地产、保

险等权重板块走强的带动下，沪

指3500点失而复得，深证成指亦

重回半年线上方，中小板、创业

板虽未再次强势反弹，但调整压

力明显缓解，A股市场整体运行

趋于稳定。沪深两市整体上仍将

维持震荡格局，但受事件性因素

影响资金博弈料将明显加剧。

一方面， 国内经济低迷、货

币宽松的宏观环境决定了A股

短期不大可能走出趋势性行情。

对于A股而言，实体经济的低迷

将对周期权重股形成持续制约，

使得沪深两市面临上行动力不

足的局面， 但同样在货币宽松、

资金成本下行的背景下，沪深市

场亦将受到有力支撑，使得两市

单边调整的概率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 在缺乏趋势性机

会的情况下，事件性因素对市场的

影响将明显增强，资金博弈也将因

此加剧。近段时间以来影响A股运

行的事件性因素较前期相比明显

增多， 即便如人民币加入SDR，

IPO重启已经成行，但其对沪深两

市的影响显然远未结束， 加入

SDR后人民币汇率走势，IPO重启

后注册制推进进程仍是后期市场

关注焦点。虽然在不明显超预期的

情况下，对A股将不会形成系统性

的冲击， 但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

其仍将加剧各方担忧心理并造成

分歧，从而使得市场博弈加剧。

无量反弹难转颓势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以弱势反弹来修复

前期跌势，沪指周涨2.58%，但量

能释放明显滞后。尽管盘面显示，

二八切换的轮动格局从未缺失，

但在经济数据不达预期影响下，

A股的超跌反弹也显得不温不

火。持续以来的量能低位，表明做

多情绪始终并未有效聚集， 这是

制约股指难以逾越技术压力区的

主要原因， 本周打新持续对短期

资金面造成影响， 市场同期活跃

度的提升尚难期盼。 预计沪指股

指重心围绕五周均线仍需整固，

整体操作不宜超过半仓水平。

结合市场走势特征观察，上

周市场明显处于大中小市值品种

轮动格局中， 市场风格切换并无

明显的持续性特征， 热点可圈且

单一性特征突出。 而两市成交乏

力、量能方面始终处于低位徘徊，

无论是前期沪指超过5%的跌幅，

还是上周四个交易日连续上涨过

程中， 沪指日均成交始终维持在

3491.14亿元的日均水平，这一状

况也仅比9月份沪指3000点筑底

阶段略胜一筹。考虑到进入本周，

虽有万亿打新资金回流， 但仍有

10家新股陆续申购，短期资金回

流有待12月16日以后全部完成。

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线

显示， 指数与短期均线反复纠

缠，量能拖累之下，沪指并没有

真正意义冲破均线束缚，虽前期

回探中期均线支撑，但距上档半

年线压力仍有距离。 沪指与均线

所成收敛趋势，预示整固延续还

有周期未完成。周K线显示，沪指

反弹并未有效突破五周均线压

制，且前期3670点一带压力作用

明显，以目前量能突破较难。

总体看，消息面无明显利多

推动，打新压力持续，市场整体

处于结构性行情之中，热点局部

活跃。 量能欠佳的状态下，需要

再度回到横盘整理的平复周期

内，预计沪指十日均线上方仍需

整理一到两个交易周，打新资金

回流的中旬阶段，或有望促成指

数收敛结构后的方向抉择。 无论

怎样，量能始终是反映指数突变

的真实信号，未见恢复性反弹确

立之前，整体操作要以半防御的

谨慎策略为主，持仓结构优选低

价绩优的成长股。

市场料防御性盘整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指探底回升，其

中既有新股发行、分流高峰过去，

也有管理层及时澄清各类传闻，

精心呵护市场的作用。 不过由于

新股发行频密， 留给申购大军回

流二级市场时间窗口过小， 下周

市场仍将以盘整为主，偏于防御，

上证指数将围绕3500点波动。

首先，根据相关公告，从本

周五到下周一又将有中新科技

等10只新股上网发行，融资总额

近50亿元。由于上周新股申购资

金高达2.46万亿，如果全部转战

本周末的新股申购，中间留给二

级市场的窗口只有5个交易日，

显然不具备施展的空间。 何况，

之所以这么多资金囤积IPO市

场，也反映出资金对后市的谨慎

态度。 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增量

资金参与及存量回流的推动下，

行情仍以稳固盘整为主。

其次，从市场环境看，随着11

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超过预期，

12月16日美联储展开近10年来首

次加息已经是极大概率的事件，因

此周五美股出现强劲上扬。 而同

时， 欧洲央行为挽救疲弱经济，决

定持续降息并延长欧洲版QE的操

作时限，导致周四周五欧洲市场的

持续下跌。由于欧美央行货币政策

分道扬镳， 全球金融市场无所适

从，纷纷寻找各自的定位，包括亚

太市场也出现动荡走势，这一影响

也将对A股市场有持续映射作用。

从国内环境看，最新制造业PMI回

落至2012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反

映宏观经济仍面临持续调整的压

力，市场对本月内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高度关注，因此短线A股

呈现等待性走势的几率很大。

最后，从盘口看，上周房地

产、 保险等权重股开始异动，大

盘股开始和创业板等高估值品

种展开拉锯，资金争夺战已经打

响。虽然短期内是否成功尚有不

明确信号，但从前期领涨的创业

板走势看，有转入下降通道的可

能。 目前来看，由于存量资金有

限， 权重股真正翻身仍有困难，

但资金拉锯将使领涨股趋弱，市

场热点消散，加剧短线资金的观

望情绪，强化盘整意愿。

基于此，本周上证指数有望

以3500点为轴心，震荡整理。 投

资者在操作上以半仓为宜，如遇

年末急跌，可大胆建仓为明年春

季行情做准备， 所谓 “深耕冬

播” ， 买跌不追涨。 如果出现急

拉， 则可在3650点上方分批减

持，等待后续震荡中再行回补。

12月解禁市值逾3447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12月A股市场即将收官，资

金排名战下争夺更为激烈，波动

也将显著增大。 然而此时A股市

场同时迎来了限售股解禁的小

高峰， 逾245万股的解禁市值逾

3447亿元，是11月的3倍，仅次于

6月和3月是今年内解禁第三高。

其中涉及个股126只， 定增机构

配售股份和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份是主要的解禁股类型。由于12

月行情变数增多，限售股的抛售

压力不可小觑，投资者宜保持谨

慎，降低仓位，等待春季更丰富

的机遇期。

限售股解禁迎小高峰

从今年全年的限售股解禁

情况来看，6月、3月和12月是今

年限售股解禁的前三大月份。 全

年限售股解禁最低谷则出现在

11月份，当月限售股解禁量和解

禁市值分别只有81.05亿股和

1175亿元。

其中，6月份因为有中国中

车的整体上市，当期单中车一只

个股的当月流通股份数目就达

到了111.39亿股，占当月总解禁

股数317.8亿股的近半；而6月总

解禁市值也由此高达7674.71亿

元。 实际上这部分并不能算是严

格意义上的限售股解禁。 3月份

的解禁股数和市值位居第二位，

分别为307.17亿股和4508.52亿

元。 12月的解禁规模位居第二

位 ， 解禁股数和市值分别为

245.22亿股和3446.94亿元。 而

在12月的这几个交易周中，下周

又是一个小高潮 。 下周共有

42.39亿股， 解禁市值达到了

651.47亿元。

从即将解禁的个股来看，有

73只个股是定向增发机构配售

股份；有27只个股是首发原股东

限售股份，这其中有23只个股是

2014年之后上市的次新股，而国

信证券也是本月限售股解禁规

模最大的个股；此外，有13只个

股是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有7只

个股是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

从个股的解禁规模来看，国

信证券在12月29日即将迎来首

发原股东限售股份解禁，解禁股

数达到了42亿股，遥遥领先位居

首位；京能电力、新湖中宝和中

弘股份的解禁股数也居前列，分

别为 23.20亿股、17.74亿股和

15.34亿股， 解禁股类型均为定

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华锐风电

和天海投资的解禁股数超过了

14亿股；此外，中天城投、神州高

铁、海南矿业、金科股份的解禁

股数均超过了6.6亿股。 相对而

言，梅泰诺、安科瑞和天舟文化

等11只个股的解禁股数均较小，

均未超过百万股。

12月行情变数较多

今年的A股市场并不平静，

在经历了6、7、8月的大幅震荡之

后，终于在11月迎来了一波反弹

行情，不少个股更是创出了一年

以来的新高。 尽管此前经历了深

幅调整，但上周企稳反弹，使得

投资者信心重塑，走势回归持续

胶着的状态。 实际上，12月作为

2015年的收官月份，本是资金排

名战最后时期，而限售股解禁小

高峰又将为年底A股市场的资金

面带来隐忧，行情变数可能会超

出预期。

从历史行情上来看，3月行

情由于正处于牛市中快速拉升

阶段，惜售情绪较为明显，因而

限售股大批量解禁对行情的影

响并不大。 后续，限售股解禁潮

来袭多少对A股6月市场大幅下

挫形成助力，而踩踏态势的形成

使得股市低迷状况延续数月。 而

今， 市场行情逐步企稳开始反

弹，但是面临12月资金排名战收

官，在大幅波动概率本已增加的

情况下，行情的强弱牵动着限售

股的情绪。

广发证券继续对A股市场维

持谨慎观点，建议大家先把仓位

降下来，耐心等待股市“不破不

立”的机会。川财证券则认为，不

论是定向增发股份还是股权质

押，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牛市的高

点进行融资，市场剧烈波动使得

限售股价值大幅缩水。 在无法看

到行情明显好转的情况下，一旦

机构定增配售股票解禁，将会带

来很大的抛压。 分析人士也认

为， 春季行情更为值得期待，但

是短线投资者要时刻警惕限售

股解禁后的抛售动能。

12月限售股解禁数量排行

震荡延续 博弈加剧

□银泰证券 陈建华

经过11月最后两个交易日

短暂而激烈的调整后，上周A股

两市企稳运行。在银行、地产、保

险等权重板块走强的带动下，沪

指3500点失而复得，深证成指亦

重回半年线上方，中小板、创业

板虽未再次强势反弹，但调整压

力明显缓解，A股市场整体运行

趋于稳定。沪深两市整体上仍将

维持震荡格局，但受事件性因素

影响资金博弈料将明显加剧。

一方面， 国内经济低迷、货

币宽松的宏观环境决定了A股

短期不大可能走出趋势性行情。

对于A股而言，实体经济的低迷

将对周期权重股形成持续制约，

使得沪深两市面临上行动力不

足的局面， 但同样在货币宽松、

资金成本下行的背景下，沪深市

场亦将受到有力支撑，使得两市

单边调整的概率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 在缺乏趋势性机

会的情况下，事件性因素对市场的

影响将明显增强，资金博弈也将因

此加剧。近段时间以来影响A股运

行的事件性因素较前期相比明显

增多， 即便如人民币加入SDR，

IPO重启已经成行，但其对沪深两

市的影响显然远未结束， 加入

SDR后人民币汇率走势，IPO重启

后注册制推进进程仍是后期市场

关注焦点。虽然在不明显超预期的

情况下，对A股将不会形成系统性

的冲击， 但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

其仍将加剧各方担忧心理并造成

分歧，从而使得市场博弈加剧。

无量反弹难转颓势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以弱势反弹来修复

前期跌势，沪指周涨2.58%，但量

能释放明显滞后。尽管盘面显示，

二八切换的轮动格局从未缺失，

但在经济数据不达预期影响下，

A股的超跌反弹也显得不温不

火。持续以来的量能低位，表明做

多情绪始终并未有效聚集， 这是

制约股指难以逾越技术压力区的

主要原因， 本周打新持续对短期

资金面造成影响， 市场同期活跃

度的提升尚难期盼。 预计沪指股

指重心围绕五周均线仍需整固，

整体操作不宜超过半仓水平。

结合市场走势特征观察，上

周市场明显处于大中小市值品种

轮动格局中， 市场风格切换并无

明显的持续性特征， 热点可圈且

单一性特征突出。 而两市成交乏

力、量能方面始终处于低位徘徊，

无论是前期沪指超过5%的跌幅，

还是上周四个交易日连续上涨过

程中， 沪指日均成交始终维持在

3491.14亿元的日均水平，这一状

况也仅比9月份沪指3000点筑底

阶段略胜一筹。考虑到进入本周，

虽有万亿打新资金回流， 但仍有

10家新股陆续申购，短期资金回

流有待12月16日以后全部完成。

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线

显示， 指数与短期均线反复纠

缠，量能拖累之下，沪指并没有

真正意义冲破均线束缚，虽前期

回探中期均线支撑，但距上档半

年线压力仍有距离。 沪指与均线

所成收敛趋势，预示整固延续还

有周期未完成。周K线显示，沪指

反弹并未有效突破五周均线压

制，且前期3670点一带压力作用

明显，以目前量能突破较难。

总体看，消息面无明显利多

推动，打新压力持续，市场整体

处于结构性行情之中，热点局部

活跃。 量能欠佳的状态下，需要

再度回到横盘整理的平复周期

内，预计沪指十日均线上方仍需

整理一到两个交易周，打新资金

回流的中旬阶段，或有望促成指

数收敛结构后的方向抉择。 无论

怎样，量能始终是反映指数突变

的真实信号，未见恢复性反弹确

立之前，整体操作要以半防御的

谨慎策略为主，持仓结构优选低

价绩优的成长股。

市场料防御性盘整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指探底回升，其

中既有新股发行、分流高峰过去，

也有管理层及时澄清各类传闻，

精心呵护市场的作用。 不过由于

新股发行频密， 留给申购大军回

流二级市场时间窗口过小， 下周

市场仍将以盘整为主，偏于防御，

上证指数将围绕3500点波动。

首先，根据相关公告，从本

周五到下周一又将有中新科技

等10只新股上网发行，融资总额

近50亿元。由于上周新股申购资

金高达2.46万亿，如果全部转战

本周末的新股申购，中间留给二

级市场的窗口只有5个交易日，

显然不具备施展的空间。 何况，

之所以这么多资金囤积IPO市

场，也反映出资金对后市的谨慎

态度。 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增量

资金参与及存量回流的推动下，

行情仍以稳固盘整为主。

其次，从市场环境看，随着11

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超过预期，

12月16日美联储展开近10年来首

次加息已经是极大概率的事件，因

此周五美股出现强劲上扬。 而同

时， 欧洲央行为挽救疲弱经济，决

定持续降息并延长欧洲版QE的操

作时限，导致周四周五欧洲市场的

持续下跌。由于欧美央行货币政策

分道扬镳， 全球金融市场无所适

从，纷纷寻找各自的定位，包括亚

太市场也出现动荡走势，这一影响

也将对A股市场有持续映射作用。

从国内环境看，最新制造业PMI回

落至2012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反

映宏观经济仍面临持续调整的压

力，市场对本月内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高度关注，因此短线A股

呈现等待性走势的几率很大。

最后，从盘口看，上周房地

产、 保险等权重股开始异动，大

盘股开始和创业板等高估值品

种展开拉锯，资金争夺战已经打

响。虽然短期内是否成功尚有不

明确信号，但从前期领涨的创业

板走势看，有转入下降通道的可

能。 目前来看，由于存量资金有

限， 权重股真正翻身仍有困难，

但资金拉锯将使领涨股趋弱，市

场热点消散，加剧短线资金的观

望情绪，强化盘整意愿。

基于此，本周上证指数有望

以3500点为轴心，震荡整理。 投

资者在操作上以半仓为宜，如遇

年末急跌，可大胆建仓为明年春

季行情做准备， 所谓 “深耕冬

播” ， 买跌不追涨。 如果出现急

拉， 则可在3650点上方分批减

持，等待后续震荡中再行回补。

12月解禁市值逾3447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12月A股市场即将收官，资

金排名战下争夺更为激烈，波动

也将显著增大。 然而此时A股市

场同时迎来了限售股解禁的小

高峰， 逾245万股的解禁市值逾

3447亿元，是11月的3倍，仅次于

6月和3月是今年内解禁第三高。

其中涉及个股126只， 定增机构

配售股份和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份是主要的解禁股类型。由于12

月行情变数增多，限售股的抛售

压力不可小觑，投资者宜保持谨

慎，降低仓位，等待春季更丰富

的机遇期。

限售股解禁迎小高峰

从今年全年的限售股解禁

情况来看，6月、3月和12月是今

年限售股解禁的前三大月份。 全

年限售股解禁最低谷则出现在

11月份，当月限售股解禁量和解

禁市值分别只有81.05亿股和

1175亿元。

其中，6月份因为有中国中

车的整体上市，当期单中车一只

个股的当月流通股份数目就达

到了111.39亿股，占当月总解禁

股数317.8亿股的近半；而6月总

解禁市值也由此高达7674.71亿

元。 实际上这部分并不能算是严

格意义上的限售股解禁。 3月份

的解禁股数和市值位居第二位，

分别为307.17亿股和4508.52亿

元。 12月的解禁规模位居第二

位 ， 解禁股数和市值分别为

245.22亿股和3446.94亿元。 而

在12月的这几个交易周中，下周

又是一个小高潮 。 下周共有

42.39亿股， 解禁市值达到了

651.47亿元。

从即将解禁的个股来看，有

73只个股是定向增发机构配售

股份；有27只个股是首发原股东

限售股份，这其中有23只个股是

2014年之后上市的次新股，而国

信证券也是本月限售股解禁规

模最大的个股；此外，有13只个

股是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有7只

个股是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

从个股的解禁规模来看，国

信证券在12月29日即将迎来首

发原股东限售股份解禁，解禁股

数达到了42亿股，遥遥领先位居

首位；京能电力、新湖中宝和中

弘股份的解禁股数也居前列，分

别为 23.20亿股、17.74亿股和

15.34亿股， 解禁股类型均为定

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华锐风电

和天海投资的解禁股数超过了

14亿股；此外，中天城投、神州高

铁、海南矿业、金科股份的解禁

股数均超过了6.6亿股。 相对而

言，梅泰诺、安科瑞和天舟文化

等11只个股的解禁股数均较小，

均未超过百万股。

12月行情变数较多

今年的A股市场并不平静，

在经历了6、7、8月的大幅震荡之

后，终于在11月迎来了一波反弹

行情，不少个股更是创出了一年

以来的新高。 尽管此前经历了深

幅调整，但上周企稳反弹，使得

投资者信心重塑，走势回归持续

胶着的状态。 实际上，12月作为

2015年的收官月份，本是资金排

名战最后时期，而限售股解禁小

高峰又将为年底A股市场的资金

面带来隐忧，行情变数可能会超

出预期。

从历史行情上来看，3月行

情由于正处于牛市中快速拉升

阶段，惜售情绪较为明显，因而

限售股大批量解禁对行情的影

响并不大。 后续，限售股解禁潮

来袭多少对A股6月市场大幅下

挫形成助力，而踩踏态势的形成

使得股市低迷状况延续数月。 而

今， 市场行情逐步企稳开始反

弹，但是面临12月资金排名战收

官，在大幅波动概率本已增加的

情况下，行情的强弱牵动着限售

股的情绪。

广发证券继续对A股市场维

持谨慎观点，建议大家先把仓位

降下来，耐心等待股市“不破不

立”的机会。川财证券则认为，不

论是定向增发股份还是股权质

押，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牛市的高

点进行融资，市场剧烈波动使得

限售股价值大幅缩水。 在无法看

到行情明显好转的情况下，一旦

机构定增配售股票解禁，将会带

来很大的抛压。 分析人士也认

为， 春季行情更为值得期待，但

是短线投资者要时刻警惕限售

股解禁后的抛售动能。

重心缓步上移 沪综指一周上涨

2.58%

11月底近200点的下挫将沪

综指的运行中枢从3600点拖至

3400点附近，不过伴随着恐慌情

绪逐步消散，上周沪综指开启小

步反弹，收出四连阳，重心缓步

上移，不过周五再度下挫，跌幅

超过50点，收报3524.99点，一周

累计上涨2.58%

上周沪市正常交易的954只

股票中，有230只股票实现上涨，

占比达到24.10%。 其中西藏珠

峰、中江地产、万家文化、浙江东

日和新日恒力涨幅居前， 超过

20%，分别上涨61.13%、53.68%、

42.76%、25.00%和21.11%，共有

35只股票周涨幅超过10%。 与之

相比，上周下跌的729只股票中，

开创国际、五矿发展和华联矿业

的跌幅居前，超过20%，分别下跌

26.67%、25.73%和20.27%，共有

138只股票跌幅超过10%。

由此来看，虽然指数实现上

涨， 但个股的反弹力度有限，下

跌股票数量显著高于上涨股票

数量， 且下跌股票的跌幅也较

大，市场的分化较为明显，市场

赚钱效应尚未显著恢复。

不仅如此， 上周沪市成交额

明显萎缩，上周五已经降至3000

亿元左右。由此来看，市场仍处在

存量博弈之中， 因此资金谨慎情

绪较为浓厚，短期加仓意图有限，

快进快出的意愿较为明显。 在这

种大环境下， 市场料将延续震荡

整固，继续维持在3500-3600点

的区间内小幅波动。（徐伟平）

边际改善 房地产行业一周上涨

2.55%

上周，A股市场走出此前大

幅回落的泥潭，其中的重要功臣

之一就是房地产板块，这一重要

权重蓝筹板块由于预期边际改

善， 自上周一起就率先企稳反

弹， 并连续上涨四个交易日，一

周涨幅为2.55%，遥遥领先。而全

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上周仅

房地产、银行和休闲服务三个行

业周涨幅为正，分别上涨2.55%、

0.2%和0.02%。

具体来看，房地产指数上周

五个交易日分别上涨 1.51% 、

4.51% 、1.49% 、2.28% 和 －

0.99%， 与此前两周的横盘整理

态势相比，上涨速度明显提升。

成分股方面， 上周共有49

只个股实现上涨，不过仍有多达

79只个股下跌。 其中， 万家文

化、万科A、金融街和浙江东日

的涨幅最高 ，5日涨幅分别达

42.76% 、30.90% 、29.25% 和

25%。 此外，京投银泰、荣丰控

股、保利地产、合肥城建、招商地

产的周涨幅也均超过了10%。相

反，海德股份、同达创业、珠江控

股、西藏城投等个股跌幅均超过

了12%。

消息面上，12月上中旬将召

开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6年增长目标和稳增长路线

图将更为清晰。 此外，诸多有利

于房地产行业的政策传闻也对

板块形成提振。

当前大盘量能仍未有效放

大， 短线地产股持续大涨概率

较低。 不过中期来看地产板块

已经看到曙光。 国泰君安对明

年增长前景持正面预期， 原因

一是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增长目

标意味着积极财政的空间依然

较大， 二是实体经济获取资金

的便利性和成本9月以来都在

迅速改善。 增量资金有望在包

括房地产扶持在内的稳增长加

力下提前入场。 （张怡）

腾邦国际引领 在线旅游概念周涨

4.52%

上周尽管大盘企稳，但题材

概念却涨少跌多，周内在线旅游

指数连续快速攀升，成为所有概

念板块中最为耀眼的明星。 不过

该板块个股数目较小，涨幅领衔

主要系腾邦国际大涨带动所致。

上周133个Wind概念板块

中，仅有9个板块周涨幅为正值，

其中在线旅游、创投和土地流转

指数分别上涨4.52%、3.17%和

2.35%，位居前三位。 其中，在线

旅游板块 5日的涨幅分别为

0.02% 、2.88% 、1.84% 、2.26%和

0.69%，5日连涨的情形在上周的

大波动中极为罕见。

上周正常交易的6只成分股

中，腾邦国际5日大涨77.12％，远

高于其他个股，中青旅、中国国

旅也实现上涨，不过分别仅上涨

4%和0.38%； 此外号百控股、探

路者和中弘股份均下跌，跌幅分

别为11.14%、10.05%和7.62%。

从腾邦国际来看，其自11月

27日复牌以来始终延续一字涨

停步伐。 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司停

牌于9月初市场低点之时， 后期

补涨动力较强；另一方面公司日

前发布公司的大旅游生态圈及

“旅游×互联网×金融” 的战

略。 据此前公告，公司拟以8.8亿

元作价购买喜游国旅55%股份

并定增募集配套资金。 定增认购

对象包括腾邦国际的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钟百胜和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等。

行业层面， 旅游业近年来与

互联网的结合下发展潜力巨大。

国信证券认为， 旅游行业近年来

发展速度十分迅猛， 市场的不断

增大促使线上线下同时发展，旅

游O2O趋势显著。国泰君安认为，

移动互联在旅游业的应用提升行

业效率，优化生态圈，带动行业景

气度高位运行； 签证放松和东南

亚恢复提升出境游景气， 迪士尼

将提振国内游景气度。（张怡）

宽幅震荡 创业板指周涨

1.61%

上周伴随市场风格的轮动，

创业板指数剧烈波动。

上周一创业板指数跟随大

盘实现V型反转，上涨0.87%，站

上2300点；周二和周三由于市场

出现了二八风格切换，创业板指

数持续回调； 周四再掀升势，大

涨3.63%，重返2700点；周五小

幅回调 ， 但跑赢主板， 下跌

0.59%，收报2692.16点。由此，创

业板指数上周周涨幅为1.61%。

个股方面，腾邦国际和朗玛

信息上周累计涨幅均为61%，珈

伟股份和赛摩电气分别大涨

46.50%和46.40%， 迅游科技上

涨36.55%，正业科技、田中精机、

华仁药业、高新兴、昌红科技、嘉

寓股份和双林股份的周涨幅超

过20%。

创业板后半周卷土重来，充

分表明其仍是当前存量资金博

弈的重点。 大盘蓝筹股若要持续

反弹，需要增量资金持续给予推

升。 但市场情绪在大跌后趋于谨

慎，加上杠杆监管从严，导致当

前增量资金有限，存量资金自然

更加青睐盘子小、易炒作的中小

盘股。 另外，在经济结构转型的

大背景下， 传统产业景气度低

迷，基本面上也不具备趋势性上

涨的基础。 因此，在改革转型和

存量博弈的大背景下，市场短期

不具备风格切换的条件，创业板

吸引力持续，预计后市仍将成为

结构性行情的主角，但震荡幅度

较大。（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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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延续 博弈加剧

□银泰证券 陈建华

经过11月最后两个交易日

短暂而激烈的调整后，上周A股

两市企稳运行。在银行、地产、保

险等权重板块走强的带动下，沪

指3500点失而复得，深证成指亦

重回半年线上方，中小板、创业

板虽未再次强势反弹，但调整压

力明显缓解，A股市场整体运行

趋于稳定。沪深两市整体上仍将

维持震荡格局，但受事件性因素

影响资金博弈料将明显加剧。

一方面， 国内经济低迷、货

币宽松的宏观环境决定了A股

短期不大可能走出趋势性行情。

对于A股而言，实体经济的低迷

将对周期权重股形成持续制约，

使得沪深两市面临上行动力不

足的局面， 但同样在货币宽松、

资金成本下行的背景下，沪深市

场亦将受到有力支撑，使得两市

单边调整的概率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 在缺乏趋势性机

会的情况下，事件性因素对市场的

影响将明显增强，资金博弈也将因

此加剧。近段时间以来影响A股运

行的事件性因素较前期相比明显

增多， 即便如人民币加入SDR，

IPO重启已经成行，但其对沪深两

市的影响显然远未结束， 加入

SDR后人民币汇率走势，IPO重启

后注册制推进进程仍是后期市场

关注焦点。虽然在不明显超预期的

情况下，对A股将不会形成系统性

的冲击， 但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

其仍将加剧各方担忧心理并造成

分歧，从而使得市场博弈加剧。

无量反弹难转颓势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以弱势反弹来修复

前期跌势，沪指周涨2.58%，但量

能释放明显滞后。尽管盘面显示，

二八切换的轮动格局从未缺失，

但在经济数据不达预期影响下，

A股的超跌反弹也显得不温不

火。持续以来的量能低位，表明做

多情绪始终并未有效聚集， 这是

制约股指难以逾越技术压力区的

主要原因， 本周打新持续对短期

资金面造成影响， 市场同期活跃

度的提升尚难期盼。 预计沪指股

指重心围绕五周均线仍需整固，

整体操作不宜超过半仓水平。

结合市场走势特征观察，上

周市场明显处于大中小市值品种

轮动格局中， 市场风格切换并无

明显的持续性特征， 热点可圈且

单一性特征突出。 而两市成交乏

力、量能方面始终处于低位徘徊，

无论是前期沪指超过5%的跌幅，

还是上周四个交易日连续上涨过

程中， 沪指日均成交始终维持在

3491.14亿元的日均水平，这一状

况也仅比9月份沪指3000点筑底

阶段略胜一筹。考虑到进入本周，

虽有万亿打新资金回流， 但仍有

10家新股陆续申购，短期资金回

流有待12月16日以后全部完成。

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线

显示， 指数与短期均线反复纠

缠，量能拖累之下，沪指并没有

真正意义冲破均线束缚，虽前期

回探中期均线支撑，但距上档半

年线压力仍有距离。 沪指与均线

所成收敛趋势，预示整固延续还

有周期未完成。周K线显示，沪指

反弹并未有效突破五周均线压

制，且前期3670点一带压力作用

明显，以目前量能突破较难。

总体看，消息面无明显利多

推动，打新压力持续，市场整体

处于结构性行情之中，热点局部

活跃。 量能欠佳的状态下，需要

再度回到横盘整理的平复周期

内，预计沪指十日均线上方仍需

整理一到两个交易周，打新资金

回流的中旬阶段，或有望促成指

数收敛结构后的方向抉择。 无论

怎样，量能始终是反映指数突变

的真实信号，未见恢复性反弹确

立之前，整体操作要以半防御的

谨慎策略为主，持仓结构优选低

价绩优的成长股。

市场料防御性盘整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指探底回升，其

中既有新股发行、分流高峰过去，

也有管理层及时澄清各类传闻，

精心呵护市场的作用。 不过由于

新股发行频密， 留给申购大军回

流二级市场时间窗口过小， 下周

市场仍将以盘整为主，偏于防御，

上证指数将围绕3500点波动。

首先，根据相关公告，从本

周五到下周一又将有中新科技

等10只新股上网发行，融资总额

近50亿元。由于上周新股申购资

金高达2.46万亿，如果全部转战

本周末的新股申购，中间留给二

级市场的窗口只有5个交易日，

显然不具备施展的空间。 何况，

之所以这么多资金囤积IPO市

场，也反映出资金对后市的谨慎

态度。 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增量

资金参与及存量回流的推动下，

行情仍以稳固盘整为主。

其次，从市场环境看，随着11

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超过预期，

12月16日美联储展开近10年来首

次加息已经是极大概率的事件，因

此周五美股出现强劲上扬。 而同

时， 欧洲央行为挽救疲弱经济，决

定持续降息并延长欧洲版QE的操

作时限，导致周四周五欧洲市场的

持续下跌。由于欧美央行货币政策

分道扬镳， 全球金融市场无所适

从，纷纷寻找各自的定位，包括亚

太市场也出现动荡走势，这一影响

也将对A股市场有持续映射作用。

从国内环境看，最新制造业PMI回

落至2012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反

映宏观经济仍面临持续调整的压

力，市场对本月内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高度关注，因此短线A股

呈现等待性走势的几率很大。

最后，从盘口看，上周房地

产、 保险等权重股开始异动，大

盘股开始和创业板等高估值品

种展开拉锯，资金争夺战已经打

响。虽然短期内是否成功尚有不

明确信号，但从前期领涨的创业

板走势看，有转入下降通道的可

能。 目前来看，由于存量资金有

限， 权重股真正翻身仍有困难，

但资金拉锯将使领涨股趋弱，市

场热点消散，加剧短线资金的观

望情绪，强化盘整意愿。

基于此，本周上证指数有望

以3500点为轴心，震荡整理。 投

资者在操作上以半仓为宜，如遇

年末急跌，可大胆建仓为明年春

季行情做准备， 所谓 “深耕冬

播” ， 买跌不追涨。 如果出现急

拉， 则可在3650点上方分批减

持，等待后续震荡中再行回补。

12月解禁市值逾3447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12月A股市场即将收官，资

金排名战下争夺更为激烈，波动

也将显著增大。 然而此时A股市

场同时迎来了限售股解禁的小

高峰， 逾245万股的解禁市值逾

3447亿元，是11月的3倍，仅次于

6月和3月是今年内解禁第三高。

其中涉及个股126只， 定增机构

配售股份和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份是主要的解禁股类型。由于12

月行情变数增多，限售股的抛售

压力不可小觑，投资者宜保持谨

慎，降低仓位，等待春季更丰富

的机遇期。

限售股解禁迎小高峰

从今年全年的限售股解禁

情况来看，6月、3月和12月是今

年限售股解禁的前三大月份。 全

年限售股解禁最低谷则出现在

11月份，当月限售股解禁量和解

禁市值分别只有81.05亿股和

1175亿元。

其中，6月份因为有中国中

车的整体上市，当期单中车一只

个股的当月流通股份数目就达

到了111.39亿股，占当月总解禁

股数317.8亿股的近半；而6月总

解禁市值也由此高达7674.71亿

元。 实际上这部分并不能算是严

格意义上的限售股解禁。 3月份

的解禁股数和市值位居第二位，

分别为307.17亿股和4508.52亿

元。 12月的解禁规模位居第二

位 ， 解禁股数和市值分别为

245.22亿股和3446.94亿元。 而

在12月的这几个交易周中，下周

又是一个小高潮 。 下周共有

42.39亿股， 解禁市值达到了

651.47亿元。

从即将解禁的个股来看，有

73只个股是定向增发机构配售

股份；有27只个股是首发原股东

限售股份，这其中有23只个股是

2014年之后上市的次新股，而国

信证券也是本月限售股解禁规

模最大的个股；此外，有13只个

股是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有7只

个股是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

从个股的解禁规模来看，国

信证券在12月29日即将迎来首

发原股东限售股份解禁，解禁股

数达到了42亿股，遥遥领先位居

首位；京能电力、新湖中宝和中

弘股份的解禁股数也居前列，分

别为 23.20亿股、17.74亿股和

15.34亿股， 解禁股类型均为定

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华锐风电

和天海投资的解禁股数超过了

14亿股；此外，中天城投、神州高

铁、海南矿业、金科股份的解禁

股数均超过了6.6亿股。 相对而

言，梅泰诺、安科瑞和天舟文化

等11只个股的解禁股数均较小，

均未超过百万股。

12月行情变数较多

今年的A股市场并不平静，

在经历了6、7、8月的大幅震荡之

后，终于在11月迎来了一波反弹

行情，不少个股更是创出了一年

以来的新高。 尽管此前经历了深

幅调整，但上周企稳反弹，使得

投资者信心重塑，走势回归持续

胶着的状态。 实际上，12月作为

2015年的收官月份，本是资金排

名战最后时期，而限售股解禁小

高峰又将为年底A股市场的资金

面带来隐忧，行情变数可能会超

出预期。

从历史行情上来看，3月行

情由于正处于牛市中快速拉升

阶段，惜售情绪较为明显，因而

限售股大批量解禁对行情的影

响并不大。 后续，限售股解禁潮

来袭多少对A股6月市场大幅下

挫形成助力，而踩踏态势的形成

使得股市低迷状况延续数月。 而

今， 市场行情逐步企稳开始反

弹，但是面临12月资金排名战收

官，在大幅波动概率本已增加的

情况下，行情的强弱牵动着限售

股的情绪。

广发证券继续对A股市场维

持谨慎观点，建议大家先把仓位

降下来，耐心等待股市“不破不

立”的机会。川财证券则认为，不

论是定向增发股份还是股权质

押，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牛市的高

点进行融资，市场剧烈波动使得

限售股价值大幅缩水。 在无法看

到行情明显好转的情况下，一旦

机构定增配售股票解禁，将会带

来很大的抛压。 分析人士也认

为， 春季行情更为值得期待，但

是短线投资者要时刻警惕限售

股解禁后的抛售动能。

重心缓步上移 沪综指一周上涨

2.58%

11月底近200点的下挫将沪

综指的运行中枢从3600点拖至

3400点附近，不过伴随着恐慌情

绪逐步消散，上周沪综指开启小

步反弹，收出四连阳，重心缓步

上移，不过周五再度下挫，跌幅

超过50点，收报3524.99点，一周

累计上涨2.58%

上周沪市正常交易的954只

股票中，有230只股票实现上涨，

占比达到24.10%。 其中西藏珠

峰、中江地产、万家文化、浙江东

日和新日恒力涨幅居前， 超过

20%，分别上涨61.13%、53.68%、

42.76%、25.00%和21.11%，共有

35只股票周涨幅超过10%。 与之

相比，上周下跌的729只股票中，

开创国际、五矿发展和华联矿业

的跌幅居前，超过20%，分别下跌

26.67%、25.73%和20.27%，共有

138只股票跌幅超过10%。

由此来看，虽然指数实现上

涨， 但个股的反弹力度有限，下

跌股票数量显著高于上涨股票

数量， 且下跌股票的跌幅也较

大，市场的分化较为明显，市场

赚钱效应尚未显著恢复。

不仅如此， 上周沪市成交额

明显萎缩，上周五已经降至3000

亿元左右。由此来看，市场仍处在

存量博弈之中， 因此资金谨慎情

绪较为浓厚，短期加仓意图有限，

快进快出的意愿较为明显。 在这

种大环境下， 市场料将延续震荡

整固，继续维持在3500-3600点

的区间内小幅波动。（徐伟平）

边际改善 房地产行业一周上涨

2.55%

上周，A股市场走出此前大

幅回落的泥潭，其中的重要功臣

之一就是房地产板块，这一重要

权重蓝筹板块由于预期边际改

善， 自上周一起就率先企稳反

弹， 并连续上涨四个交易日，一

周涨幅为2.55%，遥遥领先。而全

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上周仅

房地产、银行和休闲服务三个行

业周涨幅为正，分别上涨2.55%、

0.2%和0.02%。

具体来看，房地产指数上周

五个交易日分别上涨 1.51% 、

4.51% 、1.49% 、2.28% 和 －

0.99%， 与此前两周的横盘整理

态势相比，上涨速度明显提升。

成分股方面， 上周共有49

只个股实现上涨，不过仍有多达

79只个股下跌。 其中， 万家文

化、万科A、金融街和浙江东日

的涨幅最高 ，5日涨幅分别达

42.76% 、30.90% 、29.25% 和

25%。 此外，京投银泰、荣丰控

股、保利地产、合肥城建、招商地

产的周涨幅也均超过了10%。相

反，海德股份、同达创业、珠江控

股、西藏城投等个股跌幅均超过

了12%。

消息面上，12月上中旬将召

开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6年增长目标和稳增长路线

图将更为清晰。 此外，诸多有利

于房地产行业的政策传闻也对

板块形成提振。

当前大盘量能仍未有效放

大， 短线地产股持续大涨概率

较低。 不过中期来看地产板块

已经看到曙光。 国泰君安对明

年增长前景持正面预期， 原因

一是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增长目

标意味着积极财政的空间依然

较大， 二是实体经济获取资金

的便利性和成本9月以来都在

迅速改善。 增量资金有望在包

括房地产扶持在内的稳增长加

力下提前入场。 （张怡）

腾邦国际引领 在线旅游概念周涨

4.52%

上周尽管大盘企稳，但题材

概念却涨少跌多，周内在线旅游

指数连续快速攀升，成为所有概

念板块中最为耀眼的明星。 不过

该板块个股数目较小，涨幅领衔

主要系腾邦国际大涨带动所致。

上周133个Wind概念板块

中，仅有9个板块周涨幅为正值，

其中在线旅游、创投和土地流转

指数分别上涨4.52%、3.17%和

2.35%，位居前三位。 其中，在线

旅游板块 5日的涨幅分别为

0.02% 、2.88% 、1.84% 、2.26%和

0.69%，5日连涨的情形在上周的

大波动中极为罕见。

上周正常交易的6只成分股

中，腾邦国际5日大涨77.12％，远

高于其他个股，中青旅、中国国

旅也实现上涨，不过分别仅上涨

4%和0.38%； 此外号百控股、探

路者和中弘股份均下跌，跌幅分

别为11.14%、10.05%和7.62%。

从腾邦国际来看，其自11月

27日复牌以来始终延续一字涨

停步伐。 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司停

牌于9月初市场低点之时， 后期

补涨动力较强；另一方面公司日

前发布公司的大旅游生态圈及

“旅游×互联网×金融” 的战

略。 据此前公告，公司拟以8.8亿

元作价购买喜游国旅55%股份

并定增募集配套资金。 定增认购

对象包括腾邦国际的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钟百胜和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等。

行业层面， 旅游业近年来与

互联网的结合下发展潜力巨大。

国信证券认为， 旅游行业近年来

发展速度十分迅猛， 市场的不断

增大促使线上线下同时发展，旅

游O2O趋势显著。国泰君安认为，

移动互联在旅游业的应用提升行

业效率，优化生态圈，带动行业景

气度高位运行； 签证放松和东南

亚恢复提升出境游景气， 迪士尼

将提振国内游景气度。（张怡）

宽幅震荡 创业板指周涨

1.61%

上周伴随市场风格的轮动，

创业板指数剧烈波动。

上周一创业板指数跟随大

盘实现V型反转，上涨0.87%，站

上2300点；周二和周三由于市场

出现了二八风格切换，创业板指

数持续回调； 周四再掀升势，大

涨3.63%，重返2700点；周五小

幅回调 ， 但跑赢主板， 下跌

0.59%，收报2692.16点。由此，创

业板指数上周周涨幅为1.61%。

个股方面，腾邦国际和朗玛

信息上周累计涨幅均为61%，珈

伟股份和赛摩电气分别大涨

46.50%和46.40%， 迅游科技上

涨36.55%，正业科技、田中精机、

华仁药业、高新兴、昌红科技、嘉

寓股份和双林股份的周涨幅超

过20%。

创业板后半周卷土重来，充

分表明其仍是当前存量资金博

弈的重点。 大盘蓝筹股若要持续

反弹，需要增量资金持续给予推

升。 但市场情绪在大跌后趋于谨

慎，加上杠杆监管从严，导致当

前增量资金有限，存量资金自然

更加青睐盘子小、易炒作的中小

盘股。 另外，在经济结构转型的

大背景下， 传统产业景气度低

迷，基本面上也不具备趋势性上

涨的基础。 因此，在改革转型和

存量博弈的大背景下，市场短期

不具备风格切换的条件，创业板

吸引力持续，预计后市仍将成为

结构性行情的主角，但震荡幅度

较大。（李波）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所属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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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36.SZ

国信证券 非银金融

2015-12-29 420000.00 540000.00 280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578.SH

京能电力 公用事业

2015-12-25 232032.65 457764.35 3967.7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08.SH

新湖中宝 房地产

2015-12-3 177395.81 813696.04 96271.0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79.SZ

中弘股份 房地产

2015-12-8 153354.63 460794.26 236.5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558.SH

华锐风电 电气设备

2015-12-31 144000.00 278916.00 324144.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751.SH

天海投资 交通运输

2015-12-30 140468.23 179282.22 78036.6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40.SZ

中天城投 房地产

2015-12-17 69422.47 391000.34 39569.0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008.SZ

神州高铁 机械设备

2015-12-31 67988.42 132061.24 108882.0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969.SH

海南矿业 采掘

2015-12-9 67200.00 85867.00 1008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656.SZ

金科股份 房地产

2015-12-23 66000.00 364439.03 49122.9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791.SZ

甘肃电投 公用事业

2015-12-28 53315.79 72212.42 3.3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13.SZ

中航机电 国防军工

2015-12-28 45605.52 83677.08 9440.1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23.SH

浙能电力 公用事业

2015-12-31 43334.20 298759.97 1061309.0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08.SZ

三环集团 电子

2015-12-8 39405.31 48605.21 37776.5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129.SZ

中环股份 电子

2015-12-31 34011.39 229626.02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121.SH

郑州煤电 采掘

2015-12-28 31699.92 101534.3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988.SH

赤峰黄金 有色金属

2015-12-4 28559.83 56660.46 14658.6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128.SZ

露天煤业 采掘

2015-12-11 26153.85 158822.01 4615.8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77.SH

宋都股份 交通运输

2015-12-28 24915.79 134012.23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1896.SZ

豫能控股 公用事业

2015-12-31 23192.90 66192.15 19335.4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32.SH

宏达矿业 采掘

2015-12-7 23113.19 39623.44 11983.1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963.SH

岳阳林纸 轻工制造

2015-12-18 20000.00 104315.91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059.SZ *ST

华锦 化工

2015-12-31 19946.81 139996.98 19947.2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63.SZ

普邦园林 建筑装饰

2015-12-7 19024.23 99077.21 71382.3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863.SZ

三湘股份 房地产

2015-12-3 18979.10 90993.67 4654.5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84.SH

中葡股份 食品饮料

2015-12-18 18828.45 99820.38 12552.3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99.SH

均胜电子 汽车

2015-12-18 18700.00 63614.48 5322.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72.SH

康恩贝 医药生物

2015-12-28 18020.00 137182.54 30199.4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24.SZ

完美环球 建筑材料

2015-12-21 17849.34 32329.48 16441.2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69.SZ

金鸿能源 公用事业

2015-12-14 17498.27 39829.18 8771.4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66.SZ

兴源环境 机械设备

2015-12-7 17288.13 32485.47 8915.76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211.SZ

宏达新材 化工

2015-12-24 16525.93 43181.95 65.63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1226.SH

华电重工 建筑装饰

2015-12-11 14250.00 36750.00 7875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21.SZ

东华能源 化工

2015-12-7 13654.62 69003.35 231.2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81.SZ

金明精机 机械设备

2015-12-29 13493.66 24105.99 142.4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073.SH

上海梅林 食品饮料

2015-12-17 11499.43 93772.95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49.SZ

同方国芯 电子

2015-12-28 11037.65 59139.19 1542.6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96.SZ

南岭民爆 化工

2015-12-7 10688.68 37074.70 54.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588.SH

高能环境 公用事业

2015-12-29 8516.70 12556.70 3603.3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80.SZ

南通锻压 机械设备

2015-12-29 8000.00 128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636.SZ

风华高科 电子

2015-12-25 7954.55 75048.18 5684.8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55.SZ

顺荣三七 传媒

2015-12-29 7557.85 23460.85 64249.9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80.SZ

联络互动 计算机

2015-12-17 7065.98 18090.29 52159.4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40.SH

新赛股份 农林牧渔

2015-12-18 6960.23 46312.33 78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22.SZ

佳电股份 电气设备

2015-12-9 6714.22 36557.72 17809.0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102.SZ

冠福股份 商业贸易

2015-12-31 6704.87 32402.81 40469.9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06.SZ

青海明胶 医药生物

2015-12-28 6615.00 47211.36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73.SZ

智慧松德 机械设备

2015-12-31 6544.36 31149.29 27468.7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61.SZ

神剑股份 化工

2015-12-23 6205.10 25893.75 12311.3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59.SH

新农开发 农林牧渔

2015-12-25 6051.28 38151.28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123.SH

翠微股份 商业贸易

2015-12-2 6039.49 36839.49 15574.9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46.SZ

金圆股份 建筑材料

2015-12-9 5981.60 22623.04 37220.9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17.SZ

东方电热 家用电器

2015-12-1 5934.72 27487.25 17994.6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73.SH

嘉化能源 化工

2015-12-16 5882.00 37382.00 93246.5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71.SZ

中超控股 电气设备

2015-12-7 5850.00 125816.47 983.5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88.SZ

金固股份 汽车

2015-12-28 5848.34 38492.84 12355.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33.SZ

雄韬股份 电气设备

2015-12-4 5571.53 13221.28 17378.7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059.SZ

云南旅游 休闲服务

2015-12-31 5549.84 52243.27 20835.9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998.SH

方盛制药 医药生物

2015-12-7 5428.77 8972.57 5200.6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737.SZ

葵花药业 医药生物

2015-12-30 5315.85 12615.80 165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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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2.SZ

万科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2-1 1,738,044.2242 21.04 10.44

600048.SH

保利地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30 1,506,309.8935 26.30 13.19

000002.SZ

万科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2-2 1,133,775.7057 10.01 6.58

600516.SH

方大炭素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6 1,048,303.4127 25.63 46.25

600352.SH

浙江龙盛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6 922,760.7986 19.41 23.92

000651.SZ

格力电器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2-2 705,953.7640 10.01 5.75

000002.SZ

万科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2-1 604,268.5185 10.02 3.86

601155.SH

新城控股 无价格涨跌幅限制

2015-12-4 461,658.9831 0.00 33.24

300418.SZ

昆仑万维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30 438,173.3345 10.01 27.55

000009.SZ

中国宝安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30 432,727.5408 10.01 15.02

002702.SZ

海欣食品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7 425,769.6550 20.99 107.21

000025.SZ

特力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7 415,649.5322 21.00 25.28

000693.SZ

华泽钴镍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6 402,629.3404 22.62 76.42

600735.SH

新华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7 366,799.2791 17.32 44.72

002183.SZ

怡亚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30 354,384.8969 -9.99 7.86

300248.SZ

新开普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6 346,196.1356 19.83 54.76

600652.SH

游久游戏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2-1 345,517.6649 -18.79 22.83

002229.SZ

鸿博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7 342,814.9140 15.19 55.38

601169.SH

北京银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2-2 342,358.8092 10.05 2.72

600392.SH

盛和资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30 340,864.1974 -17.08 61.66

600433.SH

冠豪高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7 321,069.3167 16.00 22.21

601198.SH

东兴证券 换手率达

20% 2015-12-2 304,187.1385 8.04 23.62

300110.SZ

华仁药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30 298,450.5710 24.86 26.04

600565.SH

迪马股份 振幅值达

15% 2015-12-1 297,705.2658 -3.12 18.41

002460.SZ

赣锋锂业 换手率达

20% 2015-12-3 287,958.4704 10.00 23.15

002460.SZ

赣锋锂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2-3 287,958.4704 10.00 23.15

000718.SZ

苏宁环球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6 284,574.6795 15.36 11.94

000812.SZ

陕西金叶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6 280,346.4194 -27.03 41.48

600877.SH

中国嘉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6 278,919.8339 15.49 39.64

000402.SZ

金融街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2-1 273,693.6052 21.00 8.51

000025.SZ

特力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30 264,778.7107 10.00 15.65

002489.SZ

浙江永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30 263,930.9458 10.01 12.33

002387.SZ

黑牛食品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2-2 259,253.7280 24.03 48.47

300467.SZ

迅游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2-1 246,945.5341 21.00 53.90

300410.SZ

正业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2-2 244,943.1612 22.75 122.33

300191.SZ

潜能恒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7 239,029.5684 21.01 23.91

300467.SZ

迅游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5-12-2 237,580.1703 10.00 51.70

300467.SZ

迅游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2-2 237,580.1703 10.00 51.70

002443.SZ

金洲管道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2-1 232,638.2311 23.44 29.45

300228.SZ

富瑞特装 换手率达

20% 2015-11-30 228,077.6346 3.59 33.45

002702.SZ

海欣食品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30 227,448.2364 9.99 54.67

002702.SZ

海欣食品 换手率达

20% 2015-11-30 227,448.2364 9.99 54.67

600058.SH

五矿发展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30 226,146.8916 -19.00 6.74

002303.SZ

美盈森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1-30 221,139.6059 9.97 19.20

000776.SZ

广发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2-2 217,377.0511 10.03 1.93

002498.SZ

汉缆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2-4 217,328.3123 10.00 7.75

002581.SZ

未名医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6 211,816.8797 13.76 28.45

000402.SZ

金融街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2-3 208,408.6487 10.04 5.66

601777.SH

力帆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6 205,270.4383 18.78 12.19

600576.SH

万家文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30 201,615.6768 25.70 17.24

300448.SZ

浩云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1-27 199,993.4344 14.70 83.68

000973.SZ

佛塑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5-12-1 196,658.8431 -5.73 20.34

000402.SZ

金融街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2-2 195,836.6783 9.98 5.91

000973.SZ

佛塑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5-11-30 194,950.1807 9.97 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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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41.SZ

佛山照明

2015-12-2 14.20 -2.74 14.14 6,035.77 85,707.97

000858.SZ

五粮液

2015-12-2 25.68 3.59 25.68 995.74 25,570.67

002143.SZ

印纪传媒

2015-12-4 38.62 -10.00 42.00 600.00 23,172.00

000656.SZ

金科股份

2015-12-3 5.78 2.85 5.99 3,200.00 18,496.0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5-12-1 9.89 -6.52 10.25 1,800.00 17,802.00

600208.SH

新湖中宝

2015-12-3 5.33 -2.56 5.33 2,981.26 15,890.12

002143.SZ

印纪传媒

2015-12-4 38.62 -10.00 42.00 400.00 15,448.00

000415.SZ

渤海租赁

2015-12-4 9.00 -3.85 9.28 1,500.00 13,500.00

002340.SZ

格林美

2015-12-3 15.06 -0.59 15.53 850.00 12,801.0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5-12-1 9.89 -6.52 10.25 1,200.00 11,868.00

600030.SH

中信证券

2015-12-3 19.80 5.21 18.74 550.00 10,890.00

600556.SH

慧球科技

2015-12-1 21.44 -9.99 24.49 500.00 10,720.00

000786.SZ

北新建材

2015-12-3 11.26 -9.99 12.55 809.31 9,112.81

601901.SH

方正证券

2015-11-30 8.26 -10.02 9.48 1,100.00 9,086.00

002133.SZ

广宇集团

2015-12-4 9.01 0.00 9.29 1,000.00 9,010.00

000415.SZ

渤海租赁

2015-12-4 9.00 -3.85 9.28 1,000.00 9,000.00

600252.SH

中恒集团

2015-11-30 7.05 -3.03 7.38 1,231.25 8,680.30

000990.SZ

诚志股份

2015-12-3 23.54 -5.00 25.01 350.00 8,239.00

002208.SZ

合肥城建

2015-12-1 20.26 -7.99 24.21 400.00 8,104.0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5-12-1 9.74 -7.94 10.25 819.21 7,979.07

002271.SZ

东方雨虹

2015-12-3 19.69 -1.55 20.30 400.00 7,876.00

002354.SZ

天神娱乐

2015-12-3 93.79 -10.00 107.60 83.50 7,831.47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5-12-1 9.74 -7.94 10.25 800.00 7,792.00

603123.SH

翠微股份

2015-12-2 10.08 -6.06 10.39 738.36 7,442.66

002143.SZ

印纪传媒

2015-11-30 34.50 -3.90 36.60 192.00 6,624.00

000050.SZ

深天马

A 2015-12-2 21.16 -8.00 22.30 300.00 6,348.00

000042.SZ

中洲控股

2015-12-4 21.00 2.34 19.78 290.00 6,090.0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5-12-1 9.74 -7.94 10.25 615.00 5,990.1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5-12-1 9.74 -7.94 10.25 610.00 5,941.40

000990.SZ

诚志股份

2015-12-4 23.76 -5.00 24.46 250.00 5,940.00

601901.SH

方正证券

2015-12-2 8.45 -10.01 9.87 690.00 5,830.50

000050.SZ

深天马

A 2015-12-2 21.16 -8.00 22.30 267.00 5,649.72

300317.SZ

珈伟股份

2015-12-1 19.97 10.03 19.97 274.10 5,473.78

601398.SH

工商银行

2015-11-30 4.14 -9.61 4.62 1,270.00 5,257.80

002143.SZ

印纪传媒

2015-12-2 36.23 -10.01 42.72 138.10 5,003.36

002133.SZ

广宇集团

2015-12-4 9.06 0.55 9.29 500.00 4,530.00

600315.SH

上海家化

2015-12-1 36.21 -9.99 40.06 125.00 4,526.25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5-12-1 9.74 -7.94 10.25 450.00 4,383.00

300074.SZ

华平股份

2015-12-4 14.40 -3.23 14.85 300.00 4,320.00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5-12-2 3.89 -3.95 4.05 1,000.00 3,890.00

002208.SZ

合肥城建

2015-12-1 20.26 -7.99 24.21 192.00 3,889.92

000656.SZ

金科股份

2015-12-3 5.78 2.85 5.99 670.00 3,872.60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5-11-30 3.87 -6.75 4.03 1,000.00 3,870.00

601988.SH

中国银行

2015-12-2 3.64 -9.45 4.18 1,040.50 3,787.42

000757.SZ

浩物股份

2015-11-30 10.60 -10.02 12.15 337.81 3,580.79

300317.SZ

珈伟股份

2015-12-1 19.97 10.03 19.97 166.67 3,328.40

600058.SH

五矿发展

2015-11-30 33.58 -10.00 33.58 90.06 3,024.21

002547.SZ

春兴精工

2015-12-3 11.44 -4.98 12.49 260.00 2,974.40

300230.SZ

永利带业

2015-12-4 28.45 -10.00 34.77 100.00 2,845.00

002387.SZ

黑牛食品

2015-11-30 13.74 -10.02 16.00 195.00 2,679.30

000002.SZ

万科

A 2015-12-2 18.24 10.01 18.24 141.60 2,582.78

600985.SH

雷鸣科化

2015-12-3 12.85 0.23 13.25 200.00 2,570.00

600985.SH

雷鸣科化

2015-11-30 12.45 -2.51 12.84 200.00 2,490.00

600985.SH

雷鸣科化

2015-12-2 12.44 -2.20 12.82 200.00 2,488.00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边栏配表头条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