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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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70.SH

恒生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3-16 751,505.56 26.43 26.18

000748.SZ

长城信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3-15 324,344.75 -9.99 17.35

002431.SZ

棕榈园林 换手率达

20% 2016-3-18 270,804.34 -0.69 32.10

002388.SZ

新亚制程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3-14 224,177.32 -18.72 51.14

002431.SZ

棕榈园林 换手率达

20% 2016-3-17 222,589.24 10.02 28.10

002431.SZ

棕榈园林 换手率达

20% 2016-3-15 209,545.71 4.14 27.76

300222.SZ

科大智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3-16 203,444.61 33.13 37.14

600446.SH

金证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3-17 190,526.75 10.02 8.59

002431.SZ

棕榈园林 换手率达

20% 2016-3-16 179,097.66 3.40 23.71

002049.SZ

同方国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3-15 150,171.37 -9.83 5.74

300324.SZ

旋极信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3-11 143,347.05 -16.40 14.14

300324.SZ

旋极信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3-14 142,936.88 -7.12 14.10

300324.SZ

旋极信息 振幅值达

15% 2016-3-14 142,936.88 -7.12 14.10

300073.SZ

当升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3-15 135,910.98 26.38 29.48

600988.SH

赤峰黄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3-15 123,448.61 -9.65 11.45

600346.SH

大橡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3-10 115,885.36 21.51 21.57

002383.SZ

合众思壮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3-17 112,824.35 -13.18 24.01

002383.SZ

合众思壮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3-18 111,467.43 -3.55 23.74

002790.SZ

瑞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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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3-18 111,027.06 4.45 56.93

002790.SZ

瑞尔特 换手率达

20% 2016-3-18 111,027.06 4.45 56.93

002741.SZ

光华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6-3-18 104,988.18 0.56 27.79

300023.SZ

宝德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6-3-16 103,081.58 4.82 38.10

300502.SZ

新易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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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3-17 102,627.37 10.00 70.15

300502.SZ

新易盛 换手率达

20% 2016-3-17 102,627.37 10.00 70.15

002707.SZ

众信旅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3-15 100,519.97 -19.61 14.55

300459.SZ

浙江金科 换手率达

20% 2016-3-17 94,360.81 3.70 45.56

300023.SZ

宝德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6-3-17 92,338.15 5.19 34.52

002741.SZ

光华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6-3-17 91,438.16 6.91 25.56

601900.SH

南方传媒 换手率达

20% 2016-3-14 91,352.86 5.11 27.47

002388.SZ

新亚制程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3-14 91,094.01 -5.75 18.99

300459.SZ

浙江金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3-16 88,028.07 10.00 44.41

300459.SZ

浙江金科 换手率达

20% 2016-3-16 88,028.07 10.00 44.41

300502.SZ

新易盛 换手率达

20% 2016-3-18 86,398.28 -0.45 56.57

300459.SZ

浙江金科 换手率达

20% 2016-3-18 85,467.94 -0.78 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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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39.SZ

中信国安

2016-3-17 14.16 10.02 14.16 3,030.98 42,918.65

600988.SH

赤峰黄金

2016-3-17 17.77 -1.44 18.70 2,000.00 35,540.00

002416.SZ

爱施德

2016-3-15 16.23 -2.29 16.82 1,550.00 25,156.50

002244.SZ

滨江集团

2016-3-16 7.02 -5.65 7.39 3,500.00 24,570.00

600804.SH

鹏博士

2016-3-17 20.40 5.26 20.40 984.79 20,089.72

002244.SZ

滨江集团

2016-3-17 7.13 -3.52 7.50 2,700.00 19,251.00

002416.SZ

爱施德

2016-3-14 16.03 0.88 16.61 1,050.00 16,831.50

000989.SZ

九芝堂

2016-3-18 25.00 3.65 25.00 652.00 16,299.96

002399.SZ

海普瑞

2016-3-18 29.23 -0.34 30.13 500.00 14,615.00

000560.SZ

昆百大

A 2016-3-18 8.26 -10.02 9.58 1,725.32 14,251.13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6-3-14 2.77 -0.72 2.86 5,000.00 13,850.00

000560.SZ

昆百大

A 2016-3-14 8.00 -2.32 8.50 1,720.00 13,760.0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6-3-18 6.64 -5.55 7.22 1,800.00 11,952.0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6-3-18 6.64 -5.55 7.22 1,800.00 11,952.00

000150.SZ

宜华健康

2016-3-15 21.87 -4.62 21.87 542.18 11,857.48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6-3-17 10.96 0.46 11.42 1,077.80 11,812.72

002522.SZ

浙江众成

2016-3-18 11.65 1.48 12.14 1,000.00 11,650.00

300333.SZ

兆日科技

2016-3-18 24.00 0.46 26.28 480.00 11,520.00

600512.SH

腾达建设

2016-3-18 4.10 0.00 4.21 2,800.00 11,480.00

300333.SZ

兆日科技

2016-3-18 24.00 0.46 26.28 460.80 11,059.20

300221.SZ

银禧科技

2016-3-18 10.29 -9.97 11.43 1,050.00 10,804.50

002431.SZ

棕榈园林

2016-3-17 26.63 6.73 27.45 400.00 10,652.00

002615.SZ

哈尔斯

2016-3-14 35.34 6.70 36.43 300.00 10,602.00

002416.SZ

爱施德

2016-3-17 16.24 2.20 16.83 636.00 10,328.64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6-3-18 6.64 -5.55 7.22 1,550.00 10,292.00

002431.SZ

棕榈园林

2016-3-16 24.20 0.29 24.95 400.00 9,680.00

600172.SH

黄河旋风

2016-3-18 16.00 2.11 16.49 600.00 9,600.00

002640.SZ

跨境通

2016-3-17 27.34 -10.01 32.20 350.00 9,569.0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6-3-18 6.64 -5.55 7.22 1,400.00 9,296.0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6-3-18 6.64 -5.55 7.22 1,400.00 9,296.0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6-3-18 6.64 -5.55 7.22 1,400.00 9,296.00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6-3-15 10.70 -6.55 11.03 850.00 9,095.0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6-3-18 2.85 1.06 2.94 3,000.00 8,550.00

002049.SZ

同方国芯

2016-3-17 40.37 -4.00 43.51 210.00 8,477.70

猴年创新低的个股市场表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自由流通市

值（亿元）

市盈率PE

(TTM)

猴年以来

跌幅（%）

区间成交额

（万元）

区间交易

日数（天）

000066.SZ

长城电脑 计算机

82.64 -306.44 -37.09 339,256.81 7

000748.SZ

长城信息 计算机

152.61 205.84 -32.74 813,912.61 7

002664.SZ

信质电机 汽车

35.64 43.70 -29.59 276,946.67 9

002049.SZ

同方国芯 电子

130.93 77.53 -27.96 481,692.32 6

300324.SZ

旋极信息 计算机

77.14 177.64 -25.56 385,818.98 7

600200.SH

江苏吴中 综合

110.90 301.78 -20.62 124,971.95 3

300054.SZ

鼎龙股份 化工

50.89 55.52 -20.15 162,660.86 5

002053.SZ

云南盐化 化工

22.82 56.28 -20.01 77,410.88 5

600771.SH

广誉远 医药生物

48.58 3,502.86 -19.95 133,868.60 8

300235.SZ

方直科技 计算机

19.59 195.96 -19.59 60,973.83 3

000876.SZ

新希望 农林牧渔

141.88 14.44 -18.96 721,727.85 13

002707.SZ

众信旅游 休闲服务

71.21 95.46 -18.87 162,998.46 4

002643.SZ

万润股份 化工

48.94 40.40 -14.86 359,799.28 25

600383.SH

金地集团 房地产

509.09 12.59 -14.67 1,028,719.65 25

000048.SZ

康达尔 农林牧渔

39.36 46.87 -13.32 494,678.23 25

000065.SZ

北方国际 建筑装饰

25.40 33.50 -13.20 84,604.78 4

002383.SZ

合众思壮 计算机

43.03 114.12 -13.18 112,824.35 2

002483.SZ

润邦股份 机械设备

17.54 -9.57 -12.75 105,758.85 6

002628.SZ

成都路桥 建筑装饰

30.63 313.17 -12.65 588,833.51 25

600408.SH

安泰集团 采掘

33.21 128.04 -12.04 212,597.08 24

600452.SH

涪陵电力 公用事业

22.41 24.91 -11.92 110,445.68 7

002539.SZ

新都化工 化工

35.45 67.48 -11.20 296,580.55 25

002558.SZ

世纪游轮 休闲服务

20.47 -259.91 -10.51 516,152.21 20

300342.SZ

天银机电 家用电器

27.19 63.07 -10.48 201,641.48 19

600275.SH

武昌鱼 综合

26.97 -352.41 -6.95 137,146.70 5

000019.SZ

深深宝

A

食品饮料

28.81 135.69 -3.78 2,061,213.03 25

002361.SZ

神剑股份 化工

30.80 42.85 -2.96 268,929.08 25

603789.SH

星光农机 机械设备

16.31 67.58 -2.38 80,263.32 7

600699.SH

均胜电子 汽车

94.67 54.56 -0.96 441,530.06 7

300332.SZ

天壕环境 公用事业

42.01 49.20 0.06 149,937.86 13

600798.SH

宁波海运 交通运输

34.18 230.73 0.35 1,193,359.09 25

000558.SZ

莱茵体育 房地产

54.72 -374.08 0.90 1,153,211.57 25

002231.SZ

奥维通信 通信

31.41 668.16 1.47 106,868.77 2

600562.SH

国睿科技 国防军工

67.16 75.63 1.73 504,852.89 25

002721.SZ

金一文化 轻工制造

48.73 84.49 2.52 379,231.27 11

002636.SZ

金安国纪 电子

32.20 191.57 3.14 687,814.16 23

300468.SZ

四方精创 计算机

15.37 121.41 3.48 77,747.24 2

000627.SZ

天茂集团 化工

80.72 135.56 3.69 231,196.07 9

000905.SZ

厦门港务 交通运输

22.49 19.42 6.55 48,324.48 5

000995.SZ *ST

皇台 食品饮料

14.56 -70.29 9.11 48,130.82 4

002580.SZ

圣阳股份 电气设备

20.75 101.63 12.24 89,990.03 5

000981.SZ

银亿股份 房地产

74.41 35.95 12.95 64,478.94 3

猴年创新高的个股行业分布 猴年创新高的个股涨幅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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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30.SZ

诚益通

2016-3-21 1,700.16 4,132.16 5,595.8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32.SZ

富临精工

2016-3-21 5,471.52 14,471.52 21,528.4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509.SH

天富能源

2016-3-21 6,700.00 90,569.66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49.SZ

国光股份

2016-3-21 375.00 1,864.13 5,635.87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74.SZ

恒通科技

2016-3-21 3,540.21 8,408.21 11,059.7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28.SZ

四通新材

2016-3-21 60.00 2,080.00 6,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158.SH

腾龙股份

2016-3-21 2,400.00 5,067.00 5,6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268.SH

松发股份

2016-3-21 1,914.00 4,114.00 4,686.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519.SH

立霸股份

2016-3-21 1,843.98 3,843.98 4,156.0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738.SH

兰州民百

2016-3-21 10,609.14 36,819.86 66.9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689.SH

拓普集团

2016-3-21 4,160.00 17,070.00 47,84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012.SH

创力集团

2016-3-21 13,231.70 21,191.70 10,636.3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748.SZ

世龙实业

2016-3-21 2,774.25 5,774.25 6,225.7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19.SZ

巨龙管业

2016-3-21 6,874.18 16,783.85 15,216.9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106.SZ

莱宝高科

2016-3-21 1,220.00 70,354.92 226.7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49.SZ

凯美特气

2016-3-21 37,002.00 56,694.11 5.89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150.SZ

宜华健康

2016-3-21 751.22 33,151.22 11,629.2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153.SZ

丰原药业

2016-3-21 1,533.20 31,197.72 16.4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66.SZ

德联集团

2016-3-21 11,432.93 34,177.15 41,255.7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43.SZ

皖能电力

2016-3-21 4,762.81 179,039.6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21.SZ

金一文化

2016-3-21 10,369.38 35,091.60 29,712.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793.SZ

华闻传媒

2016-3-21 7,473.60 182,749.76 22,373.1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030.SZ

富奥股份

2016-3-21 68,554.38 124,637.56 1,271.9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61.SH

国投安信

2016-3-23 32,745.45 196,236.50 173,178.6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958.SH

东方证券

2016-3-23 215,866.35 315,866.35 212,307.9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71.SZ

华宇软件

2016-3-23 720.09 46,185.65 18,036.5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80.SZ

圣阳股份

2016-3-23 2,011.58 16,927.73 5,399.8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433.SZ

蓝思科技

2016-3-23 116.50 6,852.50 60,483.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29.SZ

强力新材

2016-3-24 1,016.60 3,016.60 4,963.4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750.SZ

龙津药业

2016-3-24 6,225.00 11,250.00 8,77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729.SH

龙韵股份

2016-3-24 1,943.00 3,610.00 3,057.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030.SH

全筑股份

2016-3-24 2,435.53 6,435.53 9,564.4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201.SH

生物股份

2016-3-24 56.00 56,561.71 721.2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431.SZ

暴风科技

2016-3-24 12,740.71 19,340.71 8,142.0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020.SH

爱普股份

2016-3-24 5,673.00 9,673.00 6,327.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35.SZ

中泰股份

2016-3-25 807.84 2,807.79 5,352.2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73.SZ

西部证券

2016-3-25 39,556.96 279,556.96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51.SZ

光线传媒

2016-3-25 15,028.90 137,491.26 9,189.1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81.SH

青海春天

2016-3-25 2,468.36 22,360.93 46,470.4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01.SH

生物股份

2016-3-25 332.64 56,894.35 388.6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200.SH

江苏吴中

2016-3-25 188.00 52,396.92 14,547.6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下周区间

2850-3016

点

下周热点 互联网

、

文化传媒

下周焦点 中小创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2900-3100

点

下周热点 超跌成长

、

重组

、

新能源汽车

下周焦点 两融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2880-3050

点

下周热点 题材股

下周焦点 市场情绪及成交量

趋势向好 等待补量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沪深股市连续反弹，反

弹延续的动力在于短期市场氛

围转暖和预期因素的改善。在热

点不缺失的前提下，量能如能合

理释放， 市场中期反弹有望建

立。操作上，半仓水平可攻可守，

跟随市场节奏调整持仓配置。

上周市场走势全面转暖，消

息面未见偏空因素出现。前期令

市场较为担忧的流动性紧张局

面略有缓解，7天逆回购利率维

稳，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延续小量

温和操作。 周初银行、保险为代

表的部分金融股，成为维护指数

稳定的中坚力量。主流权重品种

低位企稳，“中小创” 也摆脱前

期颓势，结合消息面符合供给侧

改革进程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驱动的成长性行业跟随而动。与

此同时，“新经济” 概念的重申，

刺激创业板综指仅两个交易累

积反弹10.10%，小盘成长股活跃

无疑给短线资金带来活力。 因而

上周市场整体呈现反弹延续，量

能缓慢回补的良性特征。

进入本周的市场，技术走势

方面已具备趋势转强信号，沪指

日K线一举突破中期50日均线压

制，且量价配合理想，并对前期

重要压力位2929-2950点进行

突破，沪指日线突破一旦确认有

效， 则中期反弹空间有望开启。

周K线观察，上周反弹沪指十周K

线得以突破，伴随股指重心的上

移，股指有望挣脱近五个交易周

筑底格局，略显不足的是同期量

能放大还不够理想。 市场走势的

趋势转强，更需要量能堆积的持

续支持。 预计本周市场有望在中

期均线上方维持弱反弹格局。

373股上周创出猴年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A股市场连续上突，此

前一直弱于大盘的创业板指数

强势崛起，带动市场人气全面回

暖，沪指在前期走稳的基础上进

一步攀升，再度逼近3000点关口

附近， 终于使得投资者摆脱了

“赚指数不赚钱” 的境遇。 随着

赚钱效应的提升，不少个股趁着

这种旺盛的涨势创出了猴年新

高。 据统计，上周以来，剔除停牌

股、3月来上市的次新股，以及交

易不足10个交易日的复牌股之

后， 全部A股中有373只个股创

出猴年新高。

赚钱效应显著提升

上周A股市场赚钱效应显著

提升，在创出猴年新高的个股中，

沪市个股有164只， 创业板个股

有53只，中小板个股有48只，108

只个股属于中小板。相对而言，主

板个股数目多于“中小创” 。分析

人士指出， 这主要与前期沪指维

稳走势平稳， 而会后受到市场人

气回暖进一步提升有关。

从上述个股的行业分布来

看， 化工行业个股数目最多，有

43只；电气设备、电子、机械设

备、公用事业和医药生物行业的

个股数目也均超过了20只；非银

金融、纺织服装、汽车、建筑装饰

和食品饮料行业的个股数目也

均超过了15只。 相对而言，国防

军工、采掘、休闲服务和通信行

业的个股数目均未超过5只。

从流通盘来看，全部新高个

股 的 平 均 自 由 流 通 市 值 为

129.99亿元，其中，中国平安、民

生银行等金融股的自由流通市

值较高， 而多达283只个股是自

由流通市值不超过百亿元的小

盘股。

而由于行情先抑后扬，在上

涨之前，上周也有多只个股在盘

中创下猴年股价新低，剔除刚刚

上市的次新股后，这样的个股有

46只。 其中，部分个股由于刚刚

复牌而交易天数较少，例如四方

精创、合众思壮、奥维通信等25

只个股期间的交易天数不足10

个交易日。 由于前期行情走势较

弱，这些个股复牌之后一般选择

先向下补跌，而后才能逐步企稳

反弹，站在停牌价格之上，例如

武昌鱼、厦门港务等。

从上述46只个股的猴年涨

跌幅来看，长城电脑长城信息和

信质电机的跌幅居前三位，分别

下跌超过37%、32%和29%；不过

这些个股多是长期停牌后复牌

的个股。 而万润股份、金地集团

和康达尔则是正常交易的个股

中由于持续走弱而迭创猴年新

低的个股。

短期博弈窗口打开

回顾上周的行情走势，A股

市场从原本的赚指数不赚钱格局

转变成了普涨格局， 市场信心开

始重建，人心思涨的情况下，短期

博弈窗口打开， 投资者可以把握

其中的机会。不过中长期来看，行

情彻底反转或许仍需等待， 在盈

利面前投资者不宜过于贪心。

实际上， 两会之后的一个月

行情亮点较多。有统计显示，两会

后一个月各大行业上涨的概率均

显著较高，其中，非银金融板块表

现亮眼， 近十六年来平均涨幅为

7.35%，上涨概率为62.5%。 另外，

电气、银行、建筑材料、房地产、建

筑装饰、采掘、有色金属等板块同

期平均涨幅均超过6%。 其中，房

地产和建筑装饰板块在过去的十

六年两会开完后出现上涨的概率

较大，均超过八成，这主要与其政

策刺激有关。

对于中期行情而言，机构投

资者的看法相对较为谨慎。 广发

证券认为，本轮反弹是“仓位投

票器”所驱动出现“熊市反弹” ，

预计加仓过程将在3月底结束，

而二季度“三率” 的变化将决定

“熊市反弹” 最终的结束时间。

兴业证券也指出，短期内监管层

维稳增长的态度有助于提升市

场风险偏好， 但中长期来看，不

确定性将增长，仍然需要提防风

险溢价上升带来的调整。

对于布局的板块，兴业证券

指出，今年周期类行业会有反复

博弈的机会，但是短期经历了较

高的预期和仓位提升后，未来一

到两个月是重要的调研和验证

时期，以判断房地产投资回升的

延续性及是否出现下一波周期

博弈的机会。 盘中可以关注“真

成长” ，因为系统性风险释放、风

险偏好企稳的过程长，这部分个

股具有较好的接入点。

相对而言， 广发证券则认

为，低估值行业在“熊市反弹”

中迟早会被轮到，反弹结束后仍

能有相对收益，因而继续推荐金

融服务、食品饮料、铁路运输、房

屋建设、汽车、家电这些低估值

行业。

交投活跃度提升 沪综指站上

2900

点

上周， 市场风格轮动再度提

速，经过周初的二八轮涨之后，下

半周在“中小创” 活跃表现的带

动下，两市不断放量走高。上证综

指累计上涨5.15%，站上2900点。

具体来看， 上周一市场再度

发动全面反弹，但沪指受银行股拖

累， 仅上涨1.75%收于2859.50点；

周二上午市场延续周一的沪弱深

强格局，但下午两点后以金融股为

首的权重股突然发力，沪指尾盘拉

升收红，小涨0.17%，收于2865.79

点；周三两市日内风格则出现快速

轮动特征，从早盘的“中小创”高

开，但很快便出现跳水，资源股、建

筑及金融股拉抬沪指弹升翻红，午

后题材股再度回暖， 涨幅迅速反

超，不过13时45分后，市场风格再

度切换，金融股独撑大盘，中小创

品种则快速调整，上证综指最终报

收2870.43点，上涨0.21%；周四起，

市场则全面切换回“中小创”频

道，但被激活的两市人气也带领上

证综指不断走高，两个交易日分别

上涨1.20%和1.73%， 最终收报

2955.15点， 不仅收复了10日均线

位置， 周五盘中一度摸高2971.55

点， 创下了1月21日以来的新高。

周内上证综指成交量能逐步回升，

全周合计成交1.11万亿元，较前一

周明显放量。

上周市场出现了一系列积

极信号。 首先是市场整体成交出

现了明显的放量， 虽然整周来

看，增幅并不大，显示当前依然

以存量资金运作为主，增量资金

依然匮乏，而且板块内部的成交

量变化“冷热不均” 。 其次，上周

无论是上证综指或是创业板指，

在上一轮反弹的阻力位面前并

没有出现跳水，而是一举攻上短

期压力位，显示市场心态有所回

暖。 最后，市场内风格的轮动并

不像此前出现的跷跷板效应，而

是有序轮动， 成为市场上涨的

“撬撬板” ，而“中小创” 的回

归， 有利于市场整体人气的回

升。 不过分析人士提醒投资者，

在连续上行后，回踩调整的压力

有所增大，需要密切关注成交量

的变化，不要盲目追高。（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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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反攻 创业板指周涨

12.56%

上周， 创业板指先抑后扬，

周四和周五强劲反攻，成为引领

A股市场全面反弹的急先锋。 由

此，上周5个交易日，创业板主要

指数涨幅遥遥领先，占据了沪深

交易所核心指数涨幅榜前三位，

其 中 ， 创 业 300 指 数 上 涨

13.15% ， 创 业 板 综 指 上 涨

12.95%，创业板指上涨12.56%。

创业板指上周五个交易日

中， 周一就略显强势反攻之意，

上涨4.56%， 不过随后两日震荡

回落，分别下跌1.3%和0.97%，整

体态势重归抑制， 成交缩量延

续。 不料周四和周五连续放量大

涨，涨幅分别为5.55%和4.34%。

由此创业板指一举突破了多条

均线，收于2177.87点，逼近2200

点大关。

个股来看，上周创业板全部

个股中有439只个股实现累计上

涨，而仅有5只个股下跌。 其中，

昊志机电、新易盛、当升科技和

赢合科技的涨幅居前，分别累计

上涨61.12%、45.76%、45.62%和

41.60%。而鼎龙股份、方直科技、

旋极信息、凯发电气和鼎捷软件

是仅有的下跌个股， 分别下跌

20.15% 、19.59% 、8.12% 、4.01%

和2.16%。

本周创业板的反弹主要受到

两方面因素驱动， 一是市场扩容

预期降温， 压制创业板的因素暂

时消失； 二是连续下跌弱于主板

市场，调整较为充分，反弹动力较

强。当前，创业板再度成为市场反

弹信号， 之前尽管在银行股掩护

下大盘平稳， 但是投资者普遍感

到赚指数不赚钱， 而当前创业板

的反弹则真正营造了赚钱效应，

个股机会显著增多。 (张怡)

强势领跑 计算机板块周涨

12.43%

上周计算机板块表现抢眼，

累计上涨12.43%，周涨幅位居申

万一级行业板块之首。

具体来看， 申万计算机指数上

周一大幅上涨4.48%；周二和周三连

续震荡回调， 分别下跌1.51%和

0.61%；上周四大举反攻，上涨4.86%；

上周五继续井喷，上涨4.48%。

个股方面，恒生电子、海兰

信和东方通周涨幅居前，分别上

涨39.69%、31.75%和31.50%，金

证股份和金桥信息的周涨幅超

过30%，超图软件、京天利和高

伟达涨逾29%，天泽信息、恒华

科技、汇金股份、天玑科技等另

外33只股票的涨幅超过20%；相

比之下，长城电脑、方直科技、长

城信息和合众思壮的周跌幅居

前，超过10%，旋极信息、南天信

息和鼎捷软件上周也逆势下跌。

计算机板块年初以来累计

下跌25.75%，跌幅位居行业板块

之首。 前期大幅回调令超跌反弹

动能不断积蓄，随着风险偏好的

回升，计算机板块大举反攻。 不

过随着反弹的持续，估值瓶颈或

再度显现，个股分化将加剧。

业内人士指出， 中国经济在

近三年还将处于L型筑底和去产

能阶段， 经济转型之路会一波三

折，新兴经济的换挡加速将在传统

经济完全去产能才会来临。作为新

兴经济的代表，计算机板块将会率

先触底反弹，计算机板块未来的发

展前景值得看好。 不过另一方面，

计算机板块的整体估值还处于相

对高位，特别是业绩没有支撑的公

司将在未来面临估值压力。建议投

资者关注前景明确向好、业绩稳健

的相关标的逢低布局，同时不盲目

追高。（李波）

新兴产业题材受捧 网络安全周涨

17.94%

沪深股市上周四和周五放

量上攻，“中小创” 成为反弹领

军人，而新兴产业的题材概念自

然受到了场内活跃资金的热捧，

其中互联网安全概念周涨幅超

过15%，达到17.94%，涨幅在136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

21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

上周均实现上涨， 且涨幅均超过

10%， 其中东方通周涨幅超过

30%，达到31.50%。工大高新、长高

集团、兆日科技、立思辰、北信源和

美亚柏科上周涨幅超过20%，14只

股票上周涨幅超过15%。

消息面上，“315” 晚会继续

关注传统消费领域和新兴消费

领域两个方面。 其中，传统领域

主要关注安全问题， 如食品安

全、公共安全；新兴消费领域则

更关注信息安全， 如互联网隐

私。 这也激发了资金对于网络安

全概念的炒作热情。 而更为重要

的是，在美联储议息会议靴子落

地后，市场情绪得到恢复，风险

偏好出现抬升，而围绕新兴产业

的题材热点自然受捧。

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指出，到

2015年6月底，我国互联网普及

率为48.8%， 网民总数达6.68

亿，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市

场。 不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

络安全事件呈上升趋势。 在网

络强国战略写入 “十三五” 规

划这一大背景下， 网络安全产

业有望步入发展提速期。 当前

我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投入占

整个IT产业比重仅为2%左右，

远低于欧美国家10%左右的水

平， 意味着这一产业的潜在发

展空间广阔。 （徐伟平）

■ 券商论道

震荡上行趋势有望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经过长达半个月的横盘

整理后， 上周后期指数向上突

破，沪综指逼近3000点，深成指

则重回10000点上方。 伴随指数

的走强， 两市板块个股普遍回

升，同时成交量明显放大，市场

整体运行趋于乐观。

市场环境的改善为A股两

市的企稳反弹创造了条件。2016

年新年以来受一系列负面因素

影响沪深两市持续承压，沪指从

3500点一线一度下探至 2368

点，调整幅度超过20%，期间汇

率、资本外流、经济增长、美联储

加息预期等均对市场形成较为

明显的冲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以上因素短期而言已出现较

为明显的改善，在岸、离岸市场

人民币兑美元走强；资本外流情

况明显好于预期；美联储三月议

息会议并未选择加息，这也降低

了A股市场面临的压力。 因此从

外界情况分析，当前沪深两市面

临的宏观环境较之前相比已出

现明显改善，市场出现修复性的

反弹行情从某种程度上讲将是

一种必然。

就市场自身运行情况看，伴

随上周放量行情的出现，后期两

市进一步上行也是大概率事件。

背后的逻辑在于前期偏悲观的

预期使得投资者仓位普遍维持

在较低水平，当前随着上涨信号

的出现，市场参与者无论主动还

是被动加仓的空间均较大，这决

定了沪深两市的上行趋势将不

会过快结束。

整体而言，对后期市场行情

可持偏乐观态度，尽管中期看依

然面临一定不确定性，但短期而

言沪深市场无疑面临较好的反

弹机会。 综合宏观环境的改善、

管理层释放的积极信号以及市

场自身的运行情况等方面分析，

后期沪深两市预计仍将继续震

荡上行。

向上突破 反弹持续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震荡上行，前

半周保险金融等权重股维稳，下

半周创业板翻身，到周五两市呈

现放量突破的走势。 从目前看，

短线大盘仍有继续震荡走强、持

续反弹的机会。 上证指数有望接

近3050点，投资者在操作上仍应

以短平快为主。

短线市场走强缘起是注册

制被实质性暂缓以及战略新兴

板在“十三五” 规划中被删除，

使得市场对于新股大量上市冲

击二级市场的顾虑明显缓解，此

前投资者持仓极低，因此当大盘

震荡走强时机构也开始跟进“补

库存” ，助推大盘放量走强。从目

前看，这一进程仍将持续。

从技术面看，由于上证指数

已经突破力了2933点前期高点，

因此形态上呈现低位W双底形

态成立，向上突破颈线。 后续如

果两市成交量能维持在7000亿

元以上的话，有效突破的可能性

很大。以颈线位2933点到底部的

2638点，距离约295点，如向上翻

同样距离，则上档目标位在3230

点。 另外， 根据上一轮股指从

3684点跌到2638点， 如以黄金

分割测算其弱势目标位在3037

点，半分位在3160点。 因此从技

术上看，上证指数在突破2933点

之后 ， 其上档目标位分别在

3000-3050点、3150-3160点以

及3230-3250点。 就本周而言，

3000点整数关及3037点将是短

线阻力位。

当然，从大格局看，本轮上涨

仍属反弹性质， 毕竟宏观经济仍

在持续调整，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从资金流向看，银证转账、融资融

券等并没有明显增加， 存量资金

博弈的格局较为明显。基于此，投

资者在操作上还是应该关注题

材，关注弹性，以中小创等领涨板

块为主，例如上周的新能源汽车、

互联网金融、 网络安全等景气度

较高的细分行业， 以短平快操作

为主，交易性机会为主。

猴年创新高的个股行业分布

趋势向好 等待补量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沪深股市连续反弹，反

弹延续的动力在于短期市场氛

围转暖和预期因素的改善。在热

点不缺失的前提下，量能如能合

理释放， 市场中期反弹有望建

立。操作上，半仓水平可攻可守，

跟随市场节奏调整持仓配置。

上周市场走势全面转暖，消

息面未见偏空因素出现。前期令

市场较为担忧的流动性紧张局

面略有缓解，7天逆回购利率维

稳，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延续小量

温和操作。 周初银行、保险为代

表的部分金融股，成为维护指数

稳定的中坚力量。主流权重品种

低位企稳，“中小创” 也摆脱前

期颓势，结合消息面符合供给侧

改革进程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驱动的成长性行业跟随而动。与

此同时，“新经济” 概念的重申，

刺激创业板综指仅两个交易累

积反弹10.10%，小盘成长股活跃

无疑给短线资金带来活力。 因而

上周市场整体呈现反弹延续，量

能缓慢回补的良性特征。

进入本周的市场，技术走势

方面已具备趋势转强信号，沪指

日K线一举突破中期50日均线压

制，且量价配合理想，并对前期

重要压力位2929-2950点进行

突破，沪指日线突破一旦确认有

效， 则中期反弹空间有望开启。

周K线观察，上周反弹沪指十周K

线得以突破，伴随股指重心的上

移，股指有望挣脱近五个交易周

筑底格局，略显不足的是同期量

能放大还不够理想。 市场走势的

趋势转强，更需要量能堆积的持

续支持。 预计本周市场有望在中

期均线上方维持弱反弹格局。

373股上周创出猴年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A股市场连续上突，此

前一直弱于大盘的创业板指数

强势崛起，带动市场人气全面回

暖，沪指在前期走稳的基础上进

一步攀升，再度逼近3000点关口

附近， 终于使得投资者摆脱了

“赚指数不赚钱” 的境遇。 随着

赚钱效应的提升，不少个股趁着

这种旺盛的涨势创出了猴年新

高。 据统计，上周以来，剔除停牌

股、3月来上市的次新股，以及交

易不足10个交易日的复牌股之

后， 全部A股中有373只个股创

出猴年新高。

赚钱效应显著提升

上周A股市场赚钱效应显著

提升，在创出猴年新高的个股中，

沪市个股有164只， 创业板个股

有53只，中小板个股有48只，108

只个股属于中小板。相对而言，主

板个股数目多于“中小创” 。分析

人士指出， 这主要与前期沪指维

稳走势平稳， 而会后受到市场人

气回暖进一步提升有关。

从上述个股的行业分布来

看， 化工行业个股数目最多，有

43只；电气设备、电子、机械设

备、公用事业和医药生物行业的

个股数目也均超过了20只；非银

金融、纺织服装、汽车、建筑装饰

和食品饮料行业的个股数目也

均超过了15只。 相对而言，国防

军工、采掘、休闲服务和通信行

业的个股数目均未超过5只。

从流通盘来看，全部新高个

股 的 平 均 自 由 流 通 市 值 为

129.99亿元，其中，中国平安、民

生银行等金融股的自由流通市

值较高， 而多达283只个股是自

由流通市值不超过百亿元的小

盘股。

而由于行情先抑后扬，在上

涨之前，上周也有多只个股在盘

中创下猴年股价新低，剔除刚刚

上市的次新股后，这样的个股有

46只。 其中，部分个股由于刚刚

复牌而交易天数较少，例如四方

精创、合众思壮、奥维通信等25

只个股期间的交易天数不足10

个交易日。 由于前期行情走势较

弱，这些个股复牌之后一般选择

先向下补跌，而后才能逐步企稳

反弹，站在停牌价格之上，例如

武昌鱼、厦门港务等。

从上述46只个股的猴年涨

跌幅来看，长城电脑长城信息和

信质电机的跌幅居前三位，分别

下跌超过37%、32%和29%；不过

这些个股多是长期停牌后复牌

的个股。 而万润股份、金地集团

和康达尔则是正常交易的个股

中由于持续走弱而迭创猴年新

低的个股。

短期博弈窗口打开

回顾上周的行情走势，A股

市场从原本的赚指数不赚钱格局

转变成了普涨格局， 市场信心开

始重建，人心思涨的情况下，短期

博弈窗口打开， 投资者可以把握

其中的机会。不过中长期来看，行

情彻底反转或许仍需等待， 在盈

利面前投资者不宜过于贪心。

实际上， 两会之后的一个月

行情亮点较多。有统计显示，两会

后一个月各大行业上涨的概率均

显著较高，其中，非银金融板块表

现亮眼， 近十六年来平均涨幅为

7.35%，上涨概率为62.5%。 另外，

电气、银行、建筑材料、房地产、建

筑装饰、采掘、有色金属等板块同

期平均涨幅均超过6%。 其中，房

地产和建筑装饰板块在过去的十

六年两会开完后出现上涨的概率

较大，均超过八成，这主要与其政

策刺激有关。

对于中期行情而言，机构投

资者的看法相对较为谨慎。 广发

证券认为，本轮反弹是“仓位投

票器”所驱动出现“熊市反弹” ，

预计加仓过程将在3月底结束，

而二季度“三率” 的变化将决定

“熊市反弹” 最终的结束时间。

兴业证券也指出，短期内监管层

维稳增长的态度有助于提升市

场风险偏好， 但中长期来看，不

确定性将增长，仍然需要提防风

险溢价上升带来的调整。

对于布局的板块，兴业证券

指出，今年周期类行业会有反复

博弈的机会，但是短期经历了较

高的预期和仓位提升后，未来一

到两个月是重要的调研和验证

时期，以判断房地产投资回升的

延续性及是否出现下一波周期

博弈的机会。 盘中可以关注“真

成长” ，因为系统性风险释放、风

险偏好企稳的过程长，这部分个

股具有较好的接入点。

相对而言， 广发证券则认

为，低估值行业在“熊市反弹”

中迟早会被轮到，反弹结束后仍

能有相对收益，因而继续推荐金

融服务、食品饮料、铁路运输、房

屋建设、汽车、家电这些低估值

行业。

交投活跃度提升 沪综指站上

2900

点

上周， 市场风格轮动再度提

速，经过周初的二八轮涨之后，下

半周在“中小创” 活跃表现的带

动下，两市不断放量走高。上证综

指累计上涨5.15%，站上2900点。

具体来看， 上周一市场再度

发动全面反弹，但沪指受银行股拖

累， 仅上涨1.75%收于2859.50点；

周二上午市场延续周一的沪弱深

强格局，但下午两点后以金融股为

首的权重股突然发力，沪指尾盘拉

升收红，小涨0.17%，收于2865.79

点；周三两市日内风格则出现快速

轮动特征，从早盘的“中小创”高

开，但很快便出现跳水，资源股、建

筑及金融股拉抬沪指弹升翻红，午

后题材股再度回暖， 涨幅迅速反

超，不过13时45分后，市场风格再

度切换，金融股独撑大盘，中小创

品种则快速调整，上证综指最终报

收2870.43点，上涨0.21%；周四起，

市场则全面切换回“中小创”频

道，但被激活的两市人气也带领上

证综指不断走高，两个交易日分别

上涨1.20%和1.73%， 最终收报

2955.15点， 不仅收复了10日均线

位置， 周五盘中一度摸高2971.55

点， 创下了1月21日以来的新高。

周内上证综指成交量能逐步回升，

全周合计成交1.11万亿元，较前一

周明显放量。

上周市场出现了一系列积

极信号。 首先是市场整体成交出

现了明显的放量， 虽然整周来

看，增幅并不大，显示当前依然

以存量资金运作为主，增量资金

依然匮乏，而且板块内部的成交

量变化“冷热不均” 。 其次，上周

无论是上证综指或是创业板指，

在上一轮反弹的阻力位面前并

没有出现跳水，而是一举攻上短

期压力位，显示市场心态有所回

暖。 最后，市场内风格的轮动并

不像此前出现的跷跷板效应，而

是有序轮动， 成为市场上涨的

“撬撬板” ，而“中小创” 的回

归， 有利于市场整体人气的回

升。 不过分析人士提醒投资者，

在连续上行后，回踩调整的压力

有所增大，需要密切关注成交量

的变化，不要盲目追高。（王威）

强势反攻 创业板指周涨

12.56%

上周， 创业板指先抑后扬，

周四和周五强劲反攻，成为引领

A股市场全面反弹的急先锋。 由

此，上周5个交易日，创业板主要

指数涨幅遥遥领先，占据了沪深

交易所核心指数涨幅榜前三位，

其 中 ， 创 业 300 指 数 上 涨

13.15% ， 创 业 板 综 指 上 涨

12.95%，创业板指上涨12.56%。

创业板指上周五个交易日

中， 周一就略显强势反攻之意，

上涨4.56%， 不过随后两日震荡

回落，分别下跌1.3%和0.97%，整

体态势重归抑制， 成交缩量延

续。 不料周四和周五连续放量大

涨，涨幅分别为5.55%和4.34%。

由此创业板指一举突破了多条

均线，收于2177.87点，逼近2200

点大关。

个股来看，上周创业板全部

个股中有439只个股实现累计上

涨，而仅有5只个股下跌。 其中，

昊志机电、新易盛、当升科技和

赢合科技的涨幅居前，分别累计

上涨61.12%、45.76%、45.62%和

41.60%。而鼎龙股份、方直科技、

旋极信息、凯发电气和鼎捷软件

是仅有的下跌个股， 分别下跌

20.15% 、19.59% 、8.12% 、4.01%

和2.16%。

本周创业板的反弹主要受到

两方面因素驱动， 一是市场扩容

预期降温， 压制创业板的因素暂

时消失； 二是连续下跌弱于主板

市场，调整较为充分，反弹动力较

强。当前，创业板再度成为市场反

弹信号， 之前尽管在银行股掩护

下大盘平稳， 但是投资者普遍感

到赚指数不赚钱， 而当前创业板

的反弹则真正营造了赚钱效应，

个股机会显著增多。 (张怡)

强势领跑 计算机板块周涨

12.43%

上周计算机板块表现抢眼，

累计上涨12.43%，周涨幅位居申

万一级行业板块之首。

具体来看， 申万计算机指数上

周一大幅上涨4.48%；周二和周三连

续震荡回调， 分别下跌1.51%和

0.61%；上周四大举反攻，上涨4.86%；

上周五继续井喷，上涨4.48%。

个股方面，恒生电子、海兰

信和东方通周涨幅居前，分别上

涨39.69%、31.75%和31.50%，金

证股份和金桥信息的周涨幅超

过30%，超图软件、京天利和高

伟达涨逾29%，天泽信息、恒华

科技、汇金股份、天玑科技等另

外33只股票的涨幅超过20%；相

比之下，长城电脑、方直科技、长

城信息和合众思壮的周跌幅居

前，超过10%，旋极信息、南天信

息和鼎捷软件上周也逆势下跌。

计算机板块年初以来累计

下跌25.75%，跌幅位居行业板块

之首。 前期大幅回调令超跌反弹

动能不断积蓄，随着风险偏好的

回升，计算机板块大举反攻。 不

过随着反弹的持续，估值瓶颈或

再度显现，个股分化将加剧。

业内人士指出， 中国经济在

近三年还将处于L型筑底和去产

能阶段， 经济转型之路会一波三

折，新兴经济的换挡加速将在传统

经济完全去产能才会来临。作为新

兴经济的代表，计算机板块将会率

先触底反弹，计算机板块未来的发

展前景值得看好。 不过另一方面，

计算机板块的整体估值还处于相

对高位，特别是业绩没有支撑的公

司将在未来面临估值压力。建议投

资者关注前景明确向好、业绩稳健

的相关标的逢低布局，同时不盲目

追高。（李波）

新兴产业题材受捧 网络安全周涨

17.94%

沪深股市上周四和周五放

量上攻，“中小创” 成为反弹领

军人，而新兴产业的题材概念自

然受到了场内活跃资金的热捧，

其中互联网安全概念周涨幅超

过15%，达到17.94%，涨幅在136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

21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

上周均实现上涨， 且涨幅均超过

10%， 其中东方通周涨幅超过

30%，达到31.50%。工大高新、长高

集团、兆日科技、立思辰、北信源和

美亚柏科上周涨幅超过20%，14只

股票上周涨幅超过15%。

消息面上，“315” 晚会继续

关注传统消费领域和新兴消费

领域两个方面。 其中，传统领域

主要关注安全问题， 如食品安

全、公共安全；新兴消费领域则

更关注信息安全， 如互联网隐

私。 这也激发了资金对于网络安

全概念的炒作热情。 而更为重要

的是，在美联储议息会议靴子落

地后，市场情绪得到恢复，风险

偏好出现抬升，而围绕新兴产业

的题材热点自然受捧。

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指出，到

2015年6月底，我国互联网普及

率为48.8%， 网民总数达6.68

亿，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市

场。 不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

络安全事件呈上升趋势。 在网

络强国战略写入 “十三五” 规

划这一大背景下， 网络安全产

业有望步入发展提速期。 当前

我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投入占

整个IT产业比重仅为2%左右，

远低于欧美国家10%左右的水

平， 意味着这一产业的潜在发

展空间广阔。 （徐伟平）

震荡上行趋势有望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经过长达半个月的横盘

整理后， 上周后期指数向上突

破，沪综指逼近3000点，深成指

则重回10000点上方。 伴随指数

的走强， 两市板块个股普遍回

升，同时成交量明显放大，市场

整体运行趋于乐观。

市场环境的改善为A股两

市的企稳反弹创造了条件。2016

年新年以来受一系列负面因素

影响沪深两市持续承压，沪指从

3500点一线一度下探至 2368

点，调整幅度超过20%，期间汇

率、资本外流、经济增长、美联储

加息预期等均对市场形成较为

明显的冲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以上因素短期而言已出现较

为明显的改善，在岸、离岸市场

人民币兑美元走强；资本外流情

况明显好于预期；美联储三月议

息会议并未选择加息，这也降低

了A股市场面临的压力。 因此从

外界情况分析，当前沪深两市面

临的宏观环境较之前相比已出

现明显改善，市场出现修复性的

反弹行情从某种程度上讲将是

一种必然。

就市场自身运行情况看，伴

随上周放量行情的出现，后期两

市进一步上行也是大概率事件。

背后的逻辑在于前期偏悲观的

预期使得投资者仓位普遍维持

在较低水平，当前随着上涨信号

的出现，市场参与者无论主动还

是被动加仓的空间均较大，这决

定了沪深两市的上行趋势将不

会过快结束。

整体而言，对后期市场行情

可持偏乐观态度，尽管中期看依

然面临一定不确定性，但短期而

言沪深市场无疑面临较好的反

弹机会。 综合宏观环境的改善、

管理层释放的积极信号以及市

场自身的运行情况等方面分析，

后期沪深两市预计仍将继续震

荡上行。

向上突破 反弹持续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震荡上行，前

半周保险金融等权重股维稳，下

半周创业板翻身，到周五两市呈

现放量突破的走势。 从目前看，

短线大盘仍有继续震荡走强、持

续反弹的机会。 上证指数有望接

近3050点，投资者在操作上仍应

以短平快为主。

短线市场走强缘起是注册

制被实质性暂缓以及战略新兴

板在“十三五” 规划中被删除，

使得市场对于新股大量上市冲

击二级市场的顾虑明显缓解，此

前投资者持仓极低，因此当大盘

震荡走强时机构也开始跟进“补

库存” ，助推大盘放量走强。从目

前看，这一进程仍将持续。

从技术面看，由于上证指数

已经突破力了2933点前期高点，

因此形态上呈现低位W双底形

态成立，向上突破颈线。 后续如

果两市成交量能维持在7000亿

元以上的话，有效突破的可能性

很大。以颈线位2933点到底部的

2638点，距离约295点，如向上翻

同样距离，则上档目标位在3230

点。 另外， 根据上一轮股指从

3684点跌到2638点， 如以黄金

分割测算其弱势目标位在3037

点，半分位在3160点。 因此从技

术上看，上证指数在突破2933点

之后 ， 其上档目标位分别在

3000-3050点、3150-3160点以

及3230-3250点。 就本周而言，

3000点整数关及3037点将是短

线阻力位。

当然，从大格局看，本轮上涨

仍属反弹性质， 毕竟宏观经济仍

在持续调整，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从资金流向看，银证转账、融资融

券等并没有明显增加， 存量资金

博弈的格局较为明显。基于此，投

资者在操作上还是应该关注题

材，关注弹性，以中小创等领涨板

块为主，例如上周的新能源汽车、

互联网金融、 网络安全等景气度

较高的细分行业， 以短平快操作

为主，交易性机会为主。

猴年创新高的个股涨幅榜

趋势向好 等待补量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沪深股市连续反弹，反

弹延续的动力在于短期市场氛

围转暖和预期因素的改善。在热

点不缺失的前提下，量能如能合

理释放， 市场中期反弹有望建

立。操作上，半仓水平可攻可守，

跟随市场节奏调整持仓配置。

上周市场走势全面转暖，消

息面未见偏空因素出现。前期令

市场较为担忧的流动性紧张局

面略有缓解，7天逆回购利率维

稳，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延续小量

温和操作。 周初银行、保险为代

表的部分金融股，成为维护指数

稳定的中坚力量。主流权重品种

低位企稳，“中小创” 也摆脱前

期颓势，结合消息面符合供给侧

改革进程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驱动的成长性行业跟随而动。与

此同时，“新经济” 概念的重申，

刺激创业板综指仅两个交易累

积反弹10.10%，小盘成长股活跃

无疑给短线资金带来活力。 因而

上周市场整体呈现反弹延续，量

能缓慢回补的良性特征。

进入本周的市场，技术走势

方面已具备趋势转强信号，沪指

日K线一举突破中期50日均线压

制，且量价配合理想，并对前期

重要压力位2929-2950点进行

突破，沪指日线突破一旦确认有

效， 则中期反弹空间有望开启。

周K线观察，上周反弹沪指十周K

线得以突破，伴随股指重心的上

移，股指有望挣脱近五个交易周

筑底格局，略显不足的是同期量

能放大还不够理想。 市场走势的

趋势转强，更需要量能堆积的持

续支持。 预计本周市场有望在中

期均线上方维持弱反弹格局。

373股上周创出猴年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A股市场连续上突，此

前一直弱于大盘的创业板指数

强势崛起，带动市场人气全面回

暖，沪指在前期走稳的基础上进

一步攀升，再度逼近3000点关口

附近， 终于使得投资者摆脱了

“赚指数不赚钱” 的境遇。 随着

赚钱效应的提升，不少个股趁着

这种旺盛的涨势创出了猴年新

高。 据统计，上周以来，剔除停牌

股、3月来上市的次新股，以及交

易不足10个交易日的复牌股之

后， 全部A股中有373只个股创

出猴年新高。

赚钱效应显著提升

上周A股市场赚钱效应显著

提升，在创出猴年新高的个股中，

沪市个股有164只， 创业板个股

有53只，中小板个股有48只，108

只个股属于中小板。相对而言，主

板个股数目多于“中小创” 。分析

人士指出， 这主要与前期沪指维

稳走势平稳， 而会后受到市场人

气回暖进一步提升有关。

从上述个股的行业分布来

看， 化工行业个股数目最多，有

43只；电气设备、电子、机械设

备、公用事业和医药生物行业的

个股数目也均超过了20只；非银

金融、纺织服装、汽车、建筑装饰

和食品饮料行业的个股数目也

均超过了15只。 相对而言，国防

军工、采掘、休闲服务和通信行

业的个股数目均未超过5只。

从流通盘来看，全部新高个

股 的 平 均 自 由 流 通 市 值 为

129.99亿元，其中，中国平安、民

生银行等金融股的自由流通市

值较高， 而多达283只个股是自

由流通市值不超过百亿元的小

盘股。

而由于行情先抑后扬，在上

涨之前，上周也有多只个股在盘

中创下猴年股价新低，剔除刚刚

上市的次新股后，这样的个股有

46只。 其中，部分个股由于刚刚

复牌而交易天数较少，例如四方

精创、合众思壮、奥维通信等25

只个股期间的交易天数不足10

个交易日。 由于前期行情走势较

弱，这些个股复牌之后一般选择

先向下补跌，而后才能逐步企稳

反弹，站在停牌价格之上，例如

武昌鱼、厦门港务等。

从上述46只个股的猴年涨

跌幅来看，长城电脑长城信息和

信质电机的跌幅居前三位，分别

下跌超过37%、32%和29%；不过

这些个股多是长期停牌后复牌

的个股。 而万润股份、金地集团

和康达尔则是正常交易的个股

中由于持续走弱而迭创猴年新

低的个股。

短期博弈窗口打开

回顾上周的行情走势，A股

市场从原本的赚指数不赚钱格局

转变成了普涨格局， 市场信心开

始重建，人心思涨的情况下，短期

博弈窗口打开， 投资者可以把握

其中的机会。不过中长期来看，行

情彻底反转或许仍需等待， 在盈

利面前投资者不宜过于贪心。

实际上， 两会之后的一个月

行情亮点较多。有统计显示，两会

后一个月各大行业上涨的概率均

显著较高，其中，非银金融板块表

现亮眼， 近十六年来平均涨幅为

7.35%，上涨概率为62.5%。 另外，

电气、银行、建筑材料、房地产、建

筑装饰、采掘、有色金属等板块同

期平均涨幅均超过6%。 其中，房

地产和建筑装饰板块在过去的十

六年两会开完后出现上涨的概率

较大，均超过八成，这主要与其政

策刺激有关。

对于中期行情而言，机构投

资者的看法相对较为谨慎。 广发

证券认为，本轮反弹是“仓位投

票器”所驱动出现“熊市反弹” ，

预计加仓过程将在3月底结束，

而二季度“三率” 的变化将决定

“熊市反弹” 最终的结束时间。

兴业证券也指出，短期内监管层

维稳增长的态度有助于提升市

场风险偏好， 但中长期来看，不

确定性将增长，仍然需要提防风

险溢价上升带来的调整。

对于布局的板块，兴业证券

指出，今年周期类行业会有反复

博弈的机会，但是短期经历了较

高的预期和仓位提升后，未来一

到两个月是重要的调研和验证

时期，以判断房地产投资回升的

延续性及是否出现下一波周期

博弈的机会。 盘中可以关注“真

成长” ，因为系统性风险释放、风

险偏好企稳的过程长，这部分个

股具有较好的接入点。

相对而言， 广发证券则认

为，低估值行业在“熊市反弹”

中迟早会被轮到，反弹结束后仍

能有相对收益，因而继续推荐金

融服务、食品饮料、铁路运输、房

屋建设、汽车、家电这些低估值

行业。

交投活跃度提升 沪综指站上

2900

点

上周， 市场风格轮动再度提

速，经过周初的二八轮涨之后，下

半周在“中小创” 活跃表现的带

动下，两市不断放量走高。上证综

指累计上涨5.15%，站上2900点。

具体来看， 上周一市场再度

发动全面反弹，但沪指受银行股拖

累， 仅上涨1.75%收于2859.50点；

周二上午市场延续周一的沪弱深

强格局，但下午两点后以金融股为

首的权重股突然发力，沪指尾盘拉

升收红，小涨0.17%，收于2865.79

点；周三两市日内风格则出现快速

轮动特征，从早盘的“中小创”高

开，但很快便出现跳水，资源股、建

筑及金融股拉抬沪指弹升翻红，午

后题材股再度回暖， 涨幅迅速反

超，不过13时45分后，市场风格再

度切换，金融股独撑大盘，中小创

品种则快速调整，上证综指最终报

收2870.43点，上涨0.21%；周四起，

市场则全面切换回“中小创”频

道，但被激活的两市人气也带领上

证综指不断走高，两个交易日分别

上涨1.20%和1.73%， 最终收报

2955.15点， 不仅收复了10日均线

位置， 周五盘中一度摸高2971.55

点， 创下了1月21日以来的新高。

周内上证综指成交量能逐步回升，

全周合计成交1.11万亿元，较前一

周明显放量。

上周市场出现了一系列积

极信号。 首先是市场整体成交出

现了明显的放量， 虽然整周来

看，增幅并不大，显示当前依然

以存量资金运作为主，增量资金

依然匮乏，而且板块内部的成交

量变化“冷热不均” 。 其次，上周

无论是上证综指或是创业板指，

在上一轮反弹的阻力位面前并

没有出现跳水，而是一举攻上短

期压力位，显示市场心态有所回

暖。 最后，市场内风格的轮动并

不像此前出现的跷跷板效应，而

是有序轮动， 成为市场上涨的

“撬撬板” ，而“中小创” 的回

归， 有利于市场整体人气的回

升。 不过分析人士提醒投资者，

在连续上行后，回踩调整的压力

有所增大，需要密切关注成交量

的变化，不要盲目追高。（王威）

强势反攻 创业板指周涨

12.56%

上周， 创业板指先抑后扬，

周四和周五强劲反攻，成为引领

A股市场全面反弹的急先锋。 由

此，上周5个交易日，创业板主要

指数涨幅遥遥领先，占据了沪深

交易所核心指数涨幅榜前三位，

其 中 ， 创 业 300 指 数 上 涨

13.15% ， 创 业 板 综 指 上 涨

12.95%，创业板指上涨12.56%。

创业板指上周五个交易日

中， 周一就略显强势反攻之意，

上涨4.56%， 不过随后两日震荡

回落，分别下跌1.3%和0.97%，整

体态势重归抑制， 成交缩量延

续。 不料周四和周五连续放量大

涨，涨幅分别为5.55%和4.34%。

由此创业板指一举突破了多条

均线，收于2177.87点，逼近2200

点大关。

个股来看，上周创业板全部

个股中有439只个股实现累计上

涨，而仅有5只个股下跌。 其中，

昊志机电、新易盛、当升科技和

赢合科技的涨幅居前，分别累计

上涨61.12%、45.76%、45.62%和

41.60%。而鼎龙股份、方直科技、

旋极信息、凯发电气和鼎捷软件

是仅有的下跌个股， 分别下跌

20.15% 、19.59% 、8.12% 、4.01%

和2.16%。

本周创业板的反弹主要受到

两方面因素驱动， 一是市场扩容

预期降温， 压制创业板的因素暂

时消失； 二是连续下跌弱于主板

市场，调整较为充分，反弹动力较

强。当前，创业板再度成为市场反

弹信号， 之前尽管在银行股掩护

下大盘平稳， 但是投资者普遍感

到赚指数不赚钱， 而当前创业板

的反弹则真正营造了赚钱效应，

个股机会显著增多。 (张怡)

强势领跑 计算机板块周涨

12.43%

上周计算机板块表现抢眼，

累计上涨12.43%，周涨幅位居申

万一级行业板块之首。

具体来看， 申万计算机指数上

周一大幅上涨4.48%；周二和周三连

续震荡回调， 分别下跌1.51%和

0.61%；上周四大举反攻，上涨4.86%；

上周五继续井喷，上涨4.48%。

个股方面，恒生电子、海兰

信和东方通周涨幅居前，分别上

涨39.69%、31.75%和31.50%，金

证股份和金桥信息的周涨幅超

过30%，超图软件、京天利和高

伟达涨逾29%，天泽信息、恒华

科技、汇金股份、天玑科技等另

外33只股票的涨幅超过20%；相

比之下，长城电脑、方直科技、长

城信息和合众思壮的周跌幅居

前，超过10%，旋极信息、南天信

息和鼎捷软件上周也逆势下跌。

计算机板块年初以来累计

下跌25.75%，跌幅位居行业板块

之首。 前期大幅回调令超跌反弹

动能不断积蓄，随着风险偏好的

回升，计算机板块大举反攻。 不

过随着反弹的持续，估值瓶颈或

再度显现，个股分化将加剧。

业内人士指出， 中国经济在

近三年还将处于L型筑底和去产

能阶段， 经济转型之路会一波三

折，新兴经济的换挡加速将在传统

经济完全去产能才会来临。作为新

兴经济的代表，计算机板块将会率

先触底反弹，计算机板块未来的发

展前景值得看好。 不过另一方面，

计算机板块的整体估值还处于相

对高位，特别是业绩没有支撑的公

司将在未来面临估值压力。建议投

资者关注前景明确向好、业绩稳健

的相关标的逢低布局，同时不盲目

追高。（李波）

新兴产业题材受捧 网络安全周涨

17.94%

沪深股市上周四和周五放

量上攻，“中小创” 成为反弹领

军人，而新兴产业的题材概念自

然受到了场内活跃资金的热捧，

其中互联网安全概念周涨幅超

过15%，达到17.94%，涨幅在136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

21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

上周均实现上涨， 且涨幅均超过

10%， 其中东方通周涨幅超过

30%，达到31.50%。工大高新、长高

集团、兆日科技、立思辰、北信源和

美亚柏科上周涨幅超过20%，14只

股票上周涨幅超过15%。

消息面上，“315” 晚会继续

关注传统消费领域和新兴消费

领域两个方面。 其中，传统领域

主要关注安全问题， 如食品安

全、公共安全；新兴消费领域则

更关注信息安全， 如互联网隐

私。 这也激发了资金对于网络安

全概念的炒作热情。 而更为重要

的是，在美联储议息会议靴子落

地后，市场情绪得到恢复，风险

偏好出现抬升，而围绕新兴产业

的题材热点自然受捧。

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指出，到

2015年6月底，我国互联网普及

率为48.8%， 网民总数达6.68

亿，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市

场。 不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

络安全事件呈上升趋势。 在网

络强国战略写入 “十三五” 规

划这一大背景下， 网络安全产

业有望步入发展提速期。 当前

我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投入占

整个IT产业比重仅为2%左右，

远低于欧美国家10%左右的水

平， 意味着这一产业的潜在发

展空间广阔。 （徐伟平）

震荡上行趋势有望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经过长达半个月的横盘

整理后， 上周后期指数向上突

破，沪综指逼近3000点，深成指

则重回10000点上方。 伴随指数

的走强， 两市板块个股普遍回

升，同时成交量明显放大，市场

整体运行趋于乐观。

市场环境的改善为A股两

市的企稳反弹创造了条件。2016

年新年以来受一系列负面因素

影响沪深两市持续承压，沪指从

3500点一线一度下探至 2368

点，调整幅度超过20%，期间汇

率、资本外流、经济增长、美联储

加息预期等均对市场形成较为

明显的冲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以上因素短期而言已出现较

为明显的改善，在岸、离岸市场

人民币兑美元走强；资本外流情

况明显好于预期；美联储三月议

息会议并未选择加息，这也降低

了A股市场面临的压力。 因此从

外界情况分析，当前沪深两市面

临的宏观环境较之前相比已出

现明显改善，市场出现修复性的

反弹行情从某种程度上讲将是

一种必然。

就市场自身运行情况看，伴

随上周放量行情的出现，后期两

市进一步上行也是大概率事件。

背后的逻辑在于前期偏悲观的

预期使得投资者仓位普遍维持

在较低水平，当前随着上涨信号

的出现，市场参与者无论主动还

是被动加仓的空间均较大，这决

定了沪深两市的上行趋势将不

会过快结束。

整体而言，对后期市场行情

可持偏乐观态度，尽管中期看依

然面临一定不确定性，但短期而

言沪深市场无疑面临较好的反

弹机会。 综合宏观环境的改善、

管理层释放的积极信号以及市

场自身的运行情况等方面分析，

后期沪深两市预计仍将继续震

荡上行。

向上突破 反弹持续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震荡上行，前

半周保险金融等权重股维稳，下

半周创业板翻身，到周五两市呈

现放量突破的走势。 从目前看，

短线大盘仍有继续震荡走强、持

续反弹的机会。 上证指数有望接

近3050点，投资者在操作上仍应

以短平快为主。

短线市场走强缘起是注册

制被实质性暂缓以及战略新兴

板在“十三五” 规划中被删除，

使得市场对于新股大量上市冲

击二级市场的顾虑明显缓解，此

前投资者持仓极低，因此当大盘

震荡走强时机构也开始跟进“补

库存” ，助推大盘放量走强。从目

前看，这一进程仍将持续。

从技术面看，由于上证指数

已经突破力了2933点前期高点，

因此形态上呈现低位W双底形

态成立，向上突破颈线。 后续如

果两市成交量能维持在7000亿

元以上的话，有效突破的可能性

很大。以颈线位2933点到底部的

2638点，距离约295点，如向上翻

同样距离，则上档目标位在3230

点。 另外， 根据上一轮股指从

3684点跌到2638点， 如以黄金

分割测算其弱势目标位在3037

点，半分位在3160点。 因此从技

术上看，上证指数在突破2933点

之后 ， 其上档目标位分别在

3000-3050点、3150-3160点以

及3230-3250点。 就本周而言，

3000点整数关及3037点将是短

线阻力位。

当然，从大格局看，本轮上涨

仍属反弹性质， 毕竟宏观经济仍

在持续调整，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从资金流向看，银证转账、融资融

券等并没有明显增加， 存量资金

博弈的格局较为明显。基于此，投

资者在操作上还是应该关注题

材，关注弹性，以中小创等领涨板

块为主，例如上周的新能源汽车、

互联网金融、 网络安全等景气度

较高的细分行业， 以短平快操作

为主，交易性机会为主。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自由流通市

值(亿元)

市盈率PE

(TTM)

猴年以来

涨幅(%)

区间成交额

(万元)

区间交易

日数(天)

002582.SZ

好想你 食品饮料

25.10 1,227.98 100.38 537,723.66 18

002431.SZ

棕榈园林 建筑装饰

57.21 -71.10 68.06 2,911,156.88 25

002713.SZ

东易日盛 建筑装饰

24.17 93.12 56.38 287,848.50 25

002253.SZ

川大智胜 计算机

54.00 239.36 53.59 1,386,979.13 25

600987.SH

航民股份 纺织服装

46.42 19.53 53.35 834,905.96 25

002388.SZ

新亚制程 电子

19.32 973.95 51.69 848,271.75 25

300067.SZ

安诺其 化工

23.59 89.70 49.29 467,378.80 25

002700.SZ

新疆浩源 公用事业

40.43 60.48 47.99 235,757.53 25

300457.SZ

赢合科技 机械设备

19.88 132.04 47.73 435,565.68 25

300209.SZ

天泽信息 计算机

25.94 4,395.65 45.46 879,789.64 25

300052.SZ

中青宝 传媒

40.34 109.62 44.47 1,275,646.10 25

002440.SZ

闰土股份 化工

78.35 19.97 44.37 777,048.17 25

600423.SH

柳化股份 化工

22.99 -19.18 44.09 292,715.66 25

600146.SH

商赢环球 有色金属

49.73 457.91 42.75 482,590.99 23

300073.SZ

当升科技 化工

37.67 474.21 40.56 661,031.96 25

002108.SZ

沧州明珠 化工

71.72 53.22 40.03 1,081,012.42 25

603618.SH

杭电股份 电气设备

26.20 52.37 39.79 440,264.66 25

300037.SZ

新宙邦 化工

38.96 68.04 39.53 781,813.19 25

600433.SH

冠豪高新 轻工制造

72.63 377.30 38.80 889,724.78 25

300222.SZ

科大智能 电气设备

48.68 104.54 37.45 778,134.52 25

002607.SZ

亚夏汽车 汽车

18.05 307.12 37.14 422,415.84 25

000909.SZ

数源科技 房地产

24.17 143.57 36.58 302,057.69 25

002360.SZ

同德化工 化工

28.70 57.75 36.51 366,408.15 25

601689.SH

拓普集团 汽车

31.47 42.04 36.13 548,997.77 25

002189.SZ

利达光电 电子

38.74 435.09 36.08 1,753,809.90 25

002496.SZ

辉丰股份 化工

53.45 54.25 34.62 762,042.33 25

600116.SH

三峡水利 公用事业

54.48 43.01 34.60 2,468,840.88 25

300118.SZ

东方日升 电气设备

61.68 34.34 34.51 1,201,886.52 25

002668.SZ

奥马电器 家用电器

46.83 44.95 34.47 612,288.33 25

000833.SZ

贵糖股份 轻工制造

24.49 55.26 34.46 426,921.29 25

600891.SH

秋林集团 商业贸易

22.91 107.01 34.34 421,338.66 25

000988.SZ

华工科技 电子

115.31 131.00 34.15 3,266,821.10 25

002145.SZ

中核钛白 化工

44.23 -74.90 33.58 1,197,738.42 25

002618.SZ

丹邦科技 电子

44.96 107.25 33.44 488,647.68 25

600352.SH

浙江龙盛 化工

253.10 12.11 32.91 1,613,343.79 25

002221.SZ

东华能源 化工

92.57 40.47 31.83 527,418.94 25

002085.SZ

万丰奥威 汽车

129.55 39.69 31.48 464,028.21 25

300376.SZ

易事特 电气设备

38.73 55.46 30.93 1,250,010.71 25

600421.SH

仰帆控股 综合

24.71 2,451.10 30.88 109,388.34 25

002074.SZ

国轩高科 电气设备

81.72 55.49 30.62 1,282,656.67 25

002272.SZ

川润股份 机械设备

27.35 -64.25 30.20 338,809.30 25

600732.SH *ST

新梅 房地产

25.13 -30.46 30.00 194,601.19 24

002632.SZ

道明光学 化工

24.16 163.97 29.73 674,317.11 25

600370.SH

三房巷 纺织服装

22.98 232.35 29.67 451,006.08 25

002240.SZ

威华股份 轻工制造

32.91 -27.55 29.62 722,766.77 25

600662.SH

强生控股 交通运输

74.98 75.56 29.52 1,649,791.05 25

002615.SZ

哈尔斯 轻工制造

24.99 158.88 29.13 1,252,193.22 25

300264.SZ

佳创视讯 计算机

32.08 602.02 28.68 522,192.86 25

002729.SZ

好利来 电子

12.59 159.78 27.97 86,141.16 25

600097.SH

开创国际 农林牧渔

17.05 76.21 27.77 326,983.32 25

600570.SH

恒生电子 计算机

253.76 82.71 27.61 3,009,376.05 25

002709.SZ

天赐材料 化工

31.40 104.08 27.42 872,866.93 25

000856.SZ

冀东装备 机械设备

15.59 -16.86 27.19 171,135.56 25

002680.SZ

长生生物 机械设备

19.19 72.73 26.97 239,276.43 25

600303.SH

曙光股份 汽车

64.82 -74.61 26.51 675,995.36 25

002546.SZ

新联电子 电气设备

34.87 53.83 26.50 599,255.55 25

000802.SZ

北京文化 休闲服务

72.23 494.71 26.44 709,221.26 25

002105.SZ

信隆实业 汽车

17.04 -59.99 26.39 292,258.42 25

002571.SZ

德力股份 轻工制造

26.72 -81.56 26.39 420,628.14 20

000617.SZ

石油济柴 机械设备

14.07 -39.05 26.34 120,016.94 25

002499.SZ

科林环保 机械设备

21.93 141.49 26.32 358,966.41 25

603799.SH

华友钴业 有色金属

45.89 -6,628.85 26.07 495,839.29 25

002579.SZ

中京电子 电子

19.99 134.06 25.89 391,209.41 25

002088.SZ

鲁阳节能 建筑材料

18.75 61.99 25.33 242,800.78 25

600883.SH

博闻科技 综合

20.81 51.02 25.13 173,332.40 25

600177.SH

雅戈尔 纺织服装

210.63 7.36 24.94 943,333.86 25

002200.SZ

云投生态 建筑装饰

25.14 410.90 24.92 213,584.68 25

600563.SH

法拉电子 电子

41.25 25.35 24.42 471,996.00 25

猴年创新低的个股市场表现

趋势向好 等待补量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沪深股市连续反弹，反

弹延续的动力在于短期市场氛

围转暖和预期因素的改善。在热

点不缺失的前提下，量能如能合

理释放， 市场中期反弹有望建

立。操作上，半仓水平可攻可守，

跟随市场节奏调整持仓配置。

上周市场走势全面转暖，消

息面未见偏空因素出现。前期令

市场较为担忧的流动性紧张局

面略有缓解，7天逆回购利率维

稳，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延续小量

温和操作。 周初银行、保险为代

表的部分金融股，成为维护指数

稳定的中坚力量。主流权重品种

低位企稳，“中小创” 也摆脱前

期颓势，结合消息面符合供给侧

改革进程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驱动的成长性行业跟随而动。与

此同时，“新经济” 概念的重申，

刺激创业板综指仅两个交易累

积反弹10.10%，小盘成长股活跃

无疑给短线资金带来活力。 因而

上周市场整体呈现反弹延续，量

能缓慢回补的良性特征。

进入本周的市场，技术走势

方面已具备趋势转强信号，沪指

日K线一举突破中期50日均线压

制，且量价配合理想，并对前期

重要压力位2929-2950点进行

突破，沪指日线突破一旦确认有

效， 则中期反弹空间有望开启。

周K线观察，上周反弹沪指十周K

线得以突破，伴随股指重心的上

移，股指有望挣脱近五个交易周

筑底格局，略显不足的是同期量

能放大还不够理想。 市场走势的

趋势转强，更需要量能堆积的持

续支持。 预计本周市场有望在中

期均线上方维持弱反弹格局。

373股上周创出猴年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A股市场连续上突，此

前一直弱于大盘的创业板指数

强势崛起，带动市场人气全面回

暖，沪指在前期走稳的基础上进

一步攀升，再度逼近3000点关口

附近， 终于使得投资者摆脱了

“赚指数不赚钱” 的境遇。 随着

赚钱效应的提升，不少个股趁着

这种旺盛的涨势创出了猴年新

高。 据统计，上周以来，剔除停牌

股、3月来上市的次新股，以及交

易不足10个交易日的复牌股之

后， 全部A股中有373只个股创

出猴年新高。

赚钱效应显著提升

上周A股市场赚钱效应显著

提升，在创出猴年新高的个股中，

沪市个股有164只， 创业板个股

有53只，中小板个股有48只，108

只个股属于中小板。相对而言，主

板个股数目多于“中小创” 。分析

人士指出， 这主要与前期沪指维

稳走势平稳， 而会后受到市场人

气回暖进一步提升有关。

从上述个股的行业分布来

看， 化工行业个股数目最多，有

43只；电气设备、电子、机械设

备、公用事业和医药生物行业的

个股数目也均超过了20只；非银

金融、纺织服装、汽车、建筑装饰

和食品饮料行业的个股数目也

均超过了15只。 相对而言，国防

军工、采掘、休闲服务和通信行

业的个股数目均未超过5只。

从流通盘来看，全部新高个

股 的 平 均 自 由 流 通 市 值 为

129.99亿元，其中，中国平安、民

生银行等金融股的自由流通市

值较高， 而多达283只个股是自

由流通市值不超过百亿元的小

盘股。

而由于行情先抑后扬，在上

涨之前，上周也有多只个股在盘

中创下猴年股价新低，剔除刚刚

上市的次新股后，这样的个股有

46只。 其中，部分个股由于刚刚

复牌而交易天数较少，例如四方

精创、合众思壮、奥维通信等25

只个股期间的交易天数不足10

个交易日。 由于前期行情走势较

弱，这些个股复牌之后一般选择

先向下补跌，而后才能逐步企稳

反弹，站在停牌价格之上，例如

武昌鱼、厦门港务等。

从上述46只个股的猴年涨

跌幅来看，长城电脑长城信息和

信质电机的跌幅居前三位，分别

下跌超过37%、32%和29%；不过

这些个股多是长期停牌后复牌

的个股。 而万润股份、金地集团

和康达尔则是正常交易的个股

中由于持续走弱而迭创猴年新

低的个股。

短期博弈窗口打开

回顾上周的行情走势，A股

市场从原本的赚指数不赚钱格局

转变成了普涨格局， 市场信心开

始重建，人心思涨的情况下，短期

博弈窗口打开， 投资者可以把握

其中的机会。不过中长期来看，行

情彻底反转或许仍需等待， 在盈

利面前投资者不宜过于贪心。

实际上， 两会之后的一个月

行情亮点较多。有统计显示，两会

后一个月各大行业上涨的概率均

显著较高，其中，非银金融板块表

现亮眼， 近十六年来平均涨幅为

7.35%，上涨概率为62.5%。 另外，

电气、银行、建筑材料、房地产、建

筑装饰、采掘、有色金属等板块同

期平均涨幅均超过6%。 其中，房

地产和建筑装饰板块在过去的十

六年两会开完后出现上涨的概率

较大，均超过八成，这主要与其政

策刺激有关。

对于中期行情而言，机构投

资者的看法相对较为谨慎。 广发

证券认为，本轮反弹是“仓位投

票器”所驱动出现“熊市反弹” ，

预计加仓过程将在3月底结束，

而二季度“三率” 的变化将决定

“熊市反弹” 最终的结束时间。

兴业证券也指出，短期内监管层

维稳增长的态度有助于提升市

场风险偏好， 但中长期来看，不

确定性将增长，仍然需要提防风

险溢价上升带来的调整。

对于布局的板块，兴业证券

指出，今年周期类行业会有反复

博弈的机会，但是短期经历了较

高的预期和仓位提升后，未来一

到两个月是重要的调研和验证

时期，以判断房地产投资回升的

延续性及是否出现下一波周期

博弈的机会。 盘中可以关注“真

成长” ，因为系统性风险释放、风

险偏好企稳的过程长，这部分个

股具有较好的接入点。

相对而言， 广发证券则认

为，低估值行业在“熊市反弹”

中迟早会被轮到，反弹结束后仍

能有相对收益，因而继续推荐金

融服务、食品饮料、铁路运输、房

屋建设、汽车、家电这些低估值

行业。

交投活跃度提升 沪综指站上

2900

点

上周， 市场风格轮动再度提

速，经过周初的二八轮涨之后，下

半周在“中小创” 活跃表现的带

动下，两市不断放量走高。上证综

指累计上涨5.15%，站上2900点。

具体来看， 上周一市场再度

发动全面反弹，但沪指受银行股拖

累， 仅上涨1.75%收于2859.50点；

周二上午市场延续周一的沪弱深

强格局，但下午两点后以金融股为

首的权重股突然发力，沪指尾盘拉

升收红，小涨0.17%，收于2865.79

点；周三两市日内风格则出现快速

轮动特征，从早盘的“中小创”高

开，但很快便出现跳水，资源股、建

筑及金融股拉抬沪指弹升翻红，午

后题材股再度回暖， 涨幅迅速反

超，不过13时45分后，市场风格再

度切换，金融股独撑大盘，中小创

品种则快速调整，上证综指最终报

收2870.43点，上涨0.21%；周四起，

市场则全面切换回“中小创”频

道，但被激活的两市人气也带领上

证综指不断走高，两个交易日分别

上涨1.20%和1.73%， 最终收报

2955.15点， 不仅收复了10日均线

位置， 周五盘中一度摸高2971.55

点， 创下了1月21日以来的新高。

周内上证综指成交量能逐步回升，

全周合计成交1.11万亿元，较前一

周明显放量。

上周市场出现了一系列积

极信号。 首先是市场整体成交出

现了明显的放量， 虽然整周来

看，增幅并不大，显示当前依然

以存量资金运作为主，增量资金

依然匮乏，而且板块内部的成交

量变化“冷热不均” 。 其次，上周

无论是上证综指或是创业板指，

在上一轮反弹的阻力位面前并

没有出现跳水，而是一举攻上短

期压力位，显示市场心态有所回

暖。 最后，市场内风格的轮动并

不像此前出现的跷跷板效应，而

是有序轮动， 成为市场上涨的

“撬撬板” ，而“中小创” 的回

归， 有利于市场整体人气的回

升。 不过分析人士提醒投资者，

在连续上行后，回踩调整的压力

有所增大，需要密切关注成交量

的变化，不要盲目追高。（王威）

强势反攻 创业板指周涨

12.56%

上周， 创业板指先抑后扬，

周四和周五强劲反攻，成为引领

A股市场全面反弹的急先锋。 由

此，上周5个交易日，创业板主要

指数涨幅遥遥领先，占据了沪深

交易所核心指数涨幅榜前三位，

其 中 ， 创 业 300 指 数 上 涨

13.15% ， 创 业 板 综 指 上 涨

12.95%，创业板指上涨12.56%。

创业板指上周五个交易日

中， 周一就略显强势反攻之意，

上涨4.56%， 不过随后两日震荡

回落，分别下跌1.3%和0.97%，整

体态势重归抑制， 成交缩量延

续。 不料周四和周五连续放量大

涨，涨幅分别为5.55%和4.34%。

由此创业板指一举突破了多条

均线，收于2177.87点，逼近2200

点大关。

个股来看，上周创业板全部

个股中有439只个股实现累计上

涨，而仅有5只个股下跌。 其中，

昊志机电、新易盛、当升科技和

赢合科技的涨幅居前，分别累计

上涨61.12%、45.76%、45.62%和

41.60%。而鼎龙股份、方直科技、

旋极信息、凯发电气和鼎捷软件

是仅有的下跌个股， 分别下跌

20.15% 、19.59% 、8.12% 、4.01%

和2.16%。

本周创业板的反弹主要受到

两方面因素驱动， 一是市场扩容

预期降温， 压制创业板的因素暂

时消失； 二是连续下跌弱于主板

市场，调整较为充分，反弹动力较

强。当前，创业板再度成为市场反

弹信号， 之前尽管在银行股掩护

下大盘平稳， 但是投资者普遍感

到赚指数不赚钱， 而当前创业板

的反弹则真正营造了赚钱效应，

个股机会显著增多。 (张怡)

强势领跑 计算机板块周涨

12.43%

上周计算机板块表现抢眼，

累计上涨12.43%，周涨幅位居申

万一级行业板块之首。

具体来看， 申万计算机指数上

周一大幅上涨4.48%；周二和周三连

续震荡回调， 分别下跌1.51%和

0.61%；上周四大举反攻，上涨4.86%；

上周五继续井喷，上涨4.48%。

个股方面，恒生电子、海兰

信和东方通周涨幅居前，分别上

涨39.69%、31.75%和31.50%，金

证股份和金桥信息的周涨幅超

过30%，超图软件、京天利和高

伟达涨逾29%，天泽信息、恒华

科技、汇金股份、天玑科技等另

外33只股票的涨幅超过20%；相

比之下，长城电脑、方直科技、长

城信息和合众思壮的周跌幅居

前，超过10%，旋极信息、南天信

息和鼎捷软件上周也逆势下跌。

计算机板块年初以来累计

下跌25.75%，跌幅位居行业板块

之首。 前期大幅回调令超跌反弹

动能不断积蓄，随着风险偏好的

回升，计算机板块大举反攻。 不

过随着反弹的持续，估值瓶颈或

再度显现，个股分化将加剧。

业内人士指出， 中国经济在

近三年还将处于L型筑底和去产

能阶段， 经济转型之路会一波三

折，新兴经济的换挡加速将在传统

经济完全去产能才会来临。作为新

兴经济的代表，计算机板块将会率

先触底反弹，计算机板块未来的发

展前景值得看好。 不过另一方面，

计算机板块的整体估值还处于相

对高位，特别是业绩没有支撑的公

司将在未来面临估值压力。建议投

资者关注前景明确向好、业绩稳健

的相关标的逢低布局，同时不盲目

追高。（李波）

新兴产业题材受捧 网络安全周涨

17.94%

沪深股市上周四和周五放

量上攻，“中小创” 成为反弹领

军人，而新兴产业的题材概念自

然受到了场内活跃资金的热捧，

其中互联网安全概念周涨幅超

过15%，达到17.94%，涨幅在136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

21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

上周均实现上涨， 且涨幅均超过

10%， 其中东方通周涨幅超过

30%，达到31.50%。工大高新、长高

集团、兆日科技、立思辰、北信源和

美亚柏科上周涨幅超过20%，14只

股票上周涨幅超过15%。

消息面上，“315” 晚会继续

关注传统消费领域和新兴消费

领域两个方面。 其中，传统领域

主要关注安全问题， 如食品安

全、公共安全；新兴消费领域则

更关注信息安全， 如互联网隐

私。 这也激发了资金对于网络安

全概念的炒作热情。 而更为重要

的是，在美联储议息会议靴子落

地后，市场情绪得到恢复，风险

偏好出现抬升，而围绕新兴产业

的题材热点自然受捧。

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指出，到

2015年6月底，我国互联网普及

率为48.8%， 网民总数达6.68

亿，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市

场。 不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

络安全事件呈上升趋势。 在网

络强国战略写入 “十三五” 规

划这一大背景下， 网络安全产

业有望步入发展提速期。 当前

我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投入占

整个IT产业比重仅为2%左右，

远低于欧美国家10%左右的水

平， 意味着这一产业的潜在发

展空间广阔。 （徐伟平）

震荡上行趋势有望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经过长达半个月的横盘

整理后， 上周后期指数向上突

破，沪综指逼近3000点，深成指

则重回10000点上方。 伴随指数

的走强， 两市板块个股普遍回

升，同时成交量明显放大，市场

整体运行趋于乐观。

市场环境的改善为A股两

市的企稳反弹创造了条件。2016

年新年以来受一系列负面因素

影响沪深两市持续承压，沪指从

3500点一线一度下探至 2368

点，调整幅度超过20%，期间汇

率、资本外流、经济增长、美联储

加息预期等均对市场形成较为

明显的冲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以上因素短期而言已出现较

为明显的改善，在岸、离岸市场

人民币兑美元走强；资本外流情

况明显好于预期；美联储三月议

息会议并未选择加息，这也降低

了A股市场面临的压力。 因此从

外界情况分析，当前沪深两市面

临的宏观环境较之前相比已出

现明显改善，市场出现修复性的

反弹行情从某种程度上讲将是

一种必然。

就市场自身运行情况看，伴

随上周放量行情的出现，后期两

市进一步上行也是大概率事件。

背后的逻辑在于前期偏悲观的

预期使得投资者仓位普遍维持

在较低水平，当前随着上涨信号

的出现，市场参与者无论主动还

是被动加仓的空间均较大，这决

定了沪深两市的上行趋势将不

会过快结束。

整体而言，对后期市场行情

可持偏乐观态度，尽管中期看依

然面临一定不确定性，但短期而

言沪深市场无疑面临较好的反

弹机会。 综合宏观环境的改善、

管理层释放的积极信号以及市

场自身的运行情况等方面分析，

后期沪深两市预计仍将继续震

荡上行。

向上突破 反弹持续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震荡上行，前

半周保险金融等权重股维稳，下

半周创业板翻身，到周五两市呈

现放量突破的走势。 从目前看，

短线大盘仍有继续震荡走强、持

续反弹的机会。 上证指数有望接

近3050点，投资者在操作上仍应

以短平快为主。

短线市场走强缘起是注册

制被实质性暂缓以及战略新兴

板在“十三五” 规划中被删除，

使得市场对于新股大量上市冲

击二级市场的顾虑明显缓解，此

前投资者持仓极低，因此当大盘

震荡走强时机构也开始跟进“补

库存” ，助推大盘放量走强。从目

前看，这一进程仍将持续。

从技术面看，由于上证指数

已经突破力了2933点前期高点，

因此形态上呈现低位W双底形

态成立，向上突破颈线。 后续如

果两市成交量能维持在7000亿

元以上的话，有效突破的可能性

很大。以颈线位2933点到底部的

2638点，距离约295点，如向上翻

同样距离，则上档目标位在3230

点。 另外， 根据上一轮股指从

3684点跌到2638点， 如以黄金

分割测算其弱势目标位在3037

点，半分位在3160点。 因此从技

术上看，上证指数在突破2933点

之后 ， 其上档目标位分别在

3000-3050点、3150-3160点以

及3230-3250点。 就本周而言，

3000点整数关及3037点将是短

线阻力位。

当然，从大格局看，本轮上涨

仍属反弹性质， 毕竟宏观经济仍

在持续调整，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从资金流向看，银证转账、融资融

券等并没有明显增加， 存量资金

博弈的格局较为明显。基于此，投

资者在操作上还是应该关注题

材，关注弹性，以中小创等领涨板

块为主，例如上周的新能源汽车、

互联网金融、 网络安全等景气度

较高的细分行业， 以短平快操作

为主，交易性机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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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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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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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股解禁配表大宗交易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