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机构卖出华闻传媒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股市昨日维持窄幅震荡，个股表现分化，其中华闻传媒强势涨停，不过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两机构卖出该股。

华闻传媒昨日小幅高开后，维持窄幅震荡，午后涨幅不断扩大，下午1点50分左右成交额显著放大，股价封死涨停板至收盘，收

报于10.49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华闻传媒的成交额为11.90亿元，刷新了4月6日的新高。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华闻传媒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航空路证券营业部的

买入金额最大，为8254.62万元。 昨日卖出华闻传媒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两机构现身，分别卖出2074.25万元和1652.73万元，排在第一

位和第三位。

分析人士指出，华闻传媒一季度净利1.75亿元，同比增长115.9%，业绩大幅增长对于股价的支撑力度较强。 不过股价连续冲高

的条件尚不具备，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

*ST盈方换手率超22%�机构齐抛

5月3日起盈方微“戴帽” ，更名*ST盈方，股价也连续收出两日收出无量一字跌停板。 昨日*ST盈方再度以10.68元的跌停价

开盘，期间多次开板，最终收于10.69元，跌幅达4.89%。 *ST盈方昨日大幅放量，合计成交额达13.22亿元，创下4月7日以来的新高。

不仅如此，*ST盈方的换手率也达到了22.10%，在全部A股中居于前列。

2014年6月才借壳S舜元的盈方微却在4月30日披露年报时，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并因此被

深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更名*ST盈方。 其实借壳的近两年时间里，盈方微积极展开外延并购，相继收购了上海宇芯科技70%

股权、Soaring� Wisdom� CApital� ，LLC（SWC）100%股权，但这并没有对公司的业绩作出什么贡献。 与此同时，盈方微曾承诺的

2014年和2015年不低于5000万元和1.25亿元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也连续落空。

由此，昨日机构投资者的集体抛售并不奇怪。 深交所盘后公开信息显示，昨日五大卖出席位当中的前四位均为机构专用席

位，分别卖出了1.09亿元、3993万元、2889万元和2674万元，第五大卖出席位也为国联证券交易单元，卖出了1799万元，合计卖出金

额占当日总成交的16.79%。 而当日买入的前五大席位则均为券商营业部席位，其中居于首位的华泰证券深圳益田路荣超商务中心

营业部为知名实力游资席位，昨日买入了4446万元。 （王威）

三机构买入三毛派神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连续盘整数日后，三毛派神昨日跳空高开后，震荡上行，9点50分左右成交额显著放大，股价快速拉升，封死涨停板至收盘，收

报于27.89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三毛派神的成交额为2.76亿元，较此前小幅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三毛派神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三家机构现身，分别买入5295.92万元、3346.80万元和795.82万

元，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和第四位。 昨日卖出三毛派神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路证券

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为7124.62万元，其余营业部的卖出金额不足2000万元。

三毛派神于5月4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将向北京北大众志微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众志芯科技有限公

司的100%股权，本次交易对价为6.21亿元。 消息面的刺激三毛派神早盘强势涨停，该股后市有望延续强势。

■ 异动股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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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9

■ 责编：徐伟平 美编：马晓军 电话：

010－63070256 E-mail:zbs@zzb.com.cn

■ 2016年5月6日 星期五

市场新闻

arket�News

M

传媒行业昨日领涨

□

本报记者 张怡

沪深股市昨日小幅上涨。 29个中信一级行业指

数中，共有26个行业飘红，其中，传媒行业以1.25%

的涨幅位居行业涨幅榜首。

个股来看， 昨日正常交易的67只传媒股中，共

有53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华为传媒是唯一的涨

停股，世纪游轮、焦点科技的涨幅也居前列，分别上

涨9.14%和7.72%， 其余个股涨幅则均未超过4.5%；

相对而言，完美环球、当代东方和文投控股的跌幅居

前，分别下跌4%、2.87%和1.67%。

消息面上，昨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广播电

视网络有限公司颁发了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 这也标志着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正式

成为除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外的我国第

四家基础运营商。 工信部称此举是为全面推广三网

融合工作，进一步扩大电信、广电业务双向进入的深

度和广度，促进市场竞争。 而且，在刚刚结束的小长

假中，电影票房表现不俗，观影需求依然保持向好趋

势。此外，一季报业绩统计显示，TMT行业中的计算

机和传媒净利润保持高速增长。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A股市场中热点相对缺乏，

文化传媒产业基本面依旧保持良好， 其中新兴产业

个股受到资金追捧， 传统产业个股也面临转型改革

而备受关注，后期或将反复获得资金炒作。

高送转概念股

开启填权模式

□

本报记者 张怡

尽管年报季报披露期已经过去， 但是A股市场

对高送转的炒作热度仍旧不减。昨日震荡之中，高送

转概念以2.34%的涨幅成为继次新股概念之后涨幅

第二的Wind概念板块。

个股来看， 昨日正常交易的332只高送转概念

股中，昨日有包括电光科技、海联讯、棕榈股份、天华

超净等在内的17只个股实现涨停，此外还有41只个

股的涨幅超过5%。相对而言，昨日晨光文具、当代东

方和劲拓股份等个股跌幅居前， 不过跌幅分别仅为

3.21%、2.87%和2.7%。

这些个股普遍在年报中大方分红送转， 此前曾

经由于高送转预期受到资金追捧。 而今高送转预期

兑现之后，公司实施利润分配又引发了填权行情。在

行权之后股价连续上涨的行情被称为填权行情，其

中的强势股有望在后市中逐步回升乃至回复到行权

之前的价格。

昨日诸多个股均成交明显放量，活跃度大增且股

价走强。 分析人士指出，高送转一般发生在小盘股身

上，公司处于快速成长期，股本扩张动力较强，未来发

展潜力也较大，公司推出高送转也表明公司对业绩的

持续增长充满信心；此外，一些股价高、流动性差的公

司，也可以通过高送转降低股价，增加市场流动性。 投

资者可以关注近期即将行权的个股，并捕捉填权行情。

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

超7000家

□

本报记者 王威

昨日新三板新挂牌18家，挂牌企业合计超过了

7000家，达到7008家，总股本为4090.64亿股，流通

股本报1449.73亿股。不过新三板交投整体出现小幅

回落，成交额跌落6亿元，以5.99亿元创下了3月17日

以来的新低。 其中，做市转让股合计成交3.69亿元，

创下3月17日以来的最低值； 协议转让股成交额则

小幅增加至2.30亿元。

三板做市指数昨日小幅低开后一路震荡回落，

直至尾盘才小幅企稳回升， 但依旧未能翻红， 收于

1230.16点，下跌0.25%，收出三连阴。

昨日新三板共有1026只个股成交，成交额超过

1千万元的共有7只。 其中，羿珩科技和联讯证成交

额在4000万元以上，分别达4892.29万元和4407.86

万元， 明利股份和麟龙股份的成交额也都超过了

3000万元。新三板昨日共有396只股票上涨，易点天

下涨幅居首，达269.58%，君德同创、科盾科技和永

威安防的涨幅也超过了100%。 下跌的465只股票

中， 华信精工和麦高金服的跌幅超过了80%，为

83.16%和81.48%，傲基电商、华辰净化、中昱环保和

中标节能的跌幅也都在50%以上。

沪股通小幅净卖出

□

本报记者 王威

在连续四个交易日净流入后， 昨日沪股通转为

净流出状态，不过净流出金额仅1.85亿元，额度余额

占比101.42%。 港股通则延续净流入状态，昨日为连

续第九个交易日实现净流入， 且最近三个交易日的

净流入金额都在10亿元以上， 其中昨日净流入了

15.23亿元，已用额度占比达14.50%。

与沪港通使用情况相反， 昨日沪港两市大盘呈

现出明显的沪强港弱特征。上证综指小幅低开后一度

快速走高，但受权重股拖累出现震荡回落，午盘收盘

前触底回升并逐步震荡走高，尾盘冲击3000点未果，

收报2997.84点，上涨0.22%。 恒生指数昨日则明显低

开，随后维持绿盘震荡走势，临近尾盘一度翻红，但很

快便再度回落，收报20449.82点，下跌0.37%。

沪股通标的股昨日有313只上涨，179只下跌，

均无涨跌停板出现。其中，今世缘、吉祥航空、春秋航

空、赛轮金宇和华懋科技涨幅超过7%，另有19只股

票的涨幅超过3%， 跌幅超过3%的则只有龙元建设

和晨光文具。 港股通昨日则仅88只上涨，共有200只

下跌，盛京银行、洛阳钼业、中国能源建设、首钢资源

和恒发洋参的涨幅在5%以上。

创业板指数小幅反弹

□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沪深股市维持窄幅波动，尾盘小

幅上扬，指数震荡翻红。至收盘时，创业板综

指上涨0.86%收于2690.99点， 在沪深交易所

核心交易指数中位居涨幅榜首；创业板指上

涨0.59%收报2224.10点，表现也好于大盘。

个股来看， 昨日正常交易的435只创业

板个股中， 共有340只个股实现上涨，86只个

股下跌。 其中，海联讯、浩丰科技、华子科技

等在内的10只个股涨停，这些个股主要以高

送转填权股和次新股为主；此外，还有25只

个股涨幅超过5%。 相对而言，大禹节水、双林

股份、海默科技的跌幅居前，分别下跌5.59%、

3.64%和3.19%，其余个股跌幅均未超过3%。

上周末，A股上市公司2015年年报、2016

年1季报全部出炉，其中，业绩最亮眼的部分

依旧还是创业板，安信证券统计指出，即使

剔除温氏股份的影响，创业板盈利增速仍然

从2015年第四季度的20.74%大幅上升到

2016年第一季度的40.94%，创下近几年来的

新高。 不过，外延式并购对创业板的盈利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短线来看，市场热点较为缺乏，昨日次

新股和高送转概念主导市场，对创业板相对

较好的表现形成支撑，短线以创业板为代表

的中小盘成长股料仍是存量资金博弈的主

战场。

谷歌牵手菲亚特 无人驾驶料再入风口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日前谷歌宣布与菲亚特克莱斯勒公司

（FCA）合作开发无人驾驶汽车，这也是该科

技巨头首次将一家传统汽车制造商列入其合

作队伍。 无人驾驶带来效率、安全、节能的提

升，新的智能系统和商业模式增量打开广袤市

场空间。建议投资者关注最具潜力实现环境感

知整合以及提供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的公司。

谷歌牵手菲亚特

谷歌日前在无人驾驶汽车产品制造领域

迈出重要一步，该公司宣布其将与菲亚特克莱

斯勒公司（FCA）合作开发无人驾驶汽车。 这

一合作将使这个高科技巨头从克莱斯勒获得

帮助，尽快生产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汽车产品。

直到现在，谷歌一直通过自主技术研发来

诠释无人驾驶汽车概念。但现在谷歌决定使用

克莱斯勒的Pacifica混合动力汽车作为无人驾

驶汽车原型，这也是该高科技公司首次将一家

传统汽车制造商列入其合作队伍。

据悉，谷歌将会把前期在自己原型车上的

传感器阵列和计算机技术的精华部分，转移到

克莱斯勒这款汽车上。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

公司在一个正常运行的原型车上继续进行技

术研究，并为未来的生产型号奠定基础。

今年晚些时候，由近100辆克莱斯勒Paci-

fica混合动力汽车组成的车队将会亮相。 较前

期谷歌的研发车队， 汽车数量将增加一倍以

上。这些汽车将在密歇根一个专门的制造工厂

得到改造，而改造方案由合双方协同中心的设

计团队提供。这支车队首先将在谷歌公司自己

的测试路面上进行初步测试，随后再加入原有

的谷歌车队，并在公共道路上进行试验。据悉，

谷歌原有车队已经在美国四个城市进行了上

路测试。

最近两年，大众、奥迪、奔驰、福特、丰田、

沃尔沃、德尔福、英伟达、谷歌、BAT等主流车

企与互联网公司纷纷进军智能汽车领域，终极

目标均指向无人驾驶。根据各自研发进度与目

标规划，2020年前后有望真正迎来无人驾驶汽

车量产时代。 车企因在人工智能领域缺乏优

势， 目前主要以车联网与ADAS发展路径为

主， 目前已由高端车型逐步向中低端渗透；由

于在高精度地图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拥有绝对

优势，目前以谷歌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直接切

入无人驾驶领域，发展处于领先地位。

无人驾驶空间广阔

无人驾驶的实现方式有两种：一是车辆本

身实现高度智能化能应变各种的环境条件；二

是车与车、车与交通的联网，通过智慧交通规

划实现无人驾驶。 ADAS （高级辅助驾驶系

统）和V2X（广义车联网）是两条路径的实现

基础。

ADAS（高级辅助驾驶系统）使用传感器

技术使得汽车本身具备感知能力，通过算法对

不同路况的分析决策实现自动驾驶，配备足够

数量的ADAS系统已经能实现高度的自动驾

驶，德尔福等公司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车联网

V2V（车车通讯）、V2I（车与基础设施通讯）

的加入使车与车之间的协作更加有效，对及时

了解道路的通讯能及交通信号灯的变化，并做

出反应，通过了解附近的位置信息和速度信息

以及道路的交通状况减少了车辆自身对周边

环境的感知。

无人驾驶带来效率、安全、节能的提升，

新的智能系统和商业模式增量打开广袤市场

空间。 IT企业和汽车企业的争相发力将加速

汽车自动驾驶的到来。 2016年智能网联相关

标准有望出台、新技术不断涌现、无人驾驶参

与浪潮高升将持续催化无人驾驶板块。 机构

人士指出， 中长期关注车联网打造智能交通

新生态圈， 短期建议投资者关注最具潜力实

现环境感知整合以及提供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的公司。

A股成交缩量 两融增速放缓

□

本报记者 张怡

“五一” 小长假之后，两融市场从节前的

持续净偿还转为净买入状态，两融余额连续两

日回升，恢复至8691.41亿元，环比上一日增长

逾10亿元。不过，从行情上来看，两市成交额却

逐日降低，昨日合计额度低于5000亿元，显示

出多方攻坚力量不足，融资持续增长态势或将

被打断； 短线20日均线附近料将以时间换空

间，不宜对反弹的延续性抱过高期待。

融资余额小幅增长

节后三个交易日， 沪综指的涨幅分别为

1.85%、-0.05%和0.22%， 沪市成交额分别为

1958亿元、1890亿元和1631亿元。 不难发现，

节后首日的成交放量格局并未延续，随后逐日

下降的量能使得行情难以实现连续突破。 两融

市场也是如此，5月前两个交易日，虽然两融余

额连续增长，但是增速逐步放缓。

具体来看，5月4日的融资买入额为474.60

亿元，相较于3日的数额529.52亿元有所回落；

融资余额为8666.91亿元，环比增长10.21亿元。

而5月3日大涨期间的融资净买入额为86.33亿

元，可见融资买入热度降温，使得融资增速下

降。融券余额为24.49亿元，环比下降0.09亿元。

行业来看，5月4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有17个行业获得融资净买入，其中，交通运输、

电子和化工行业的净买入额居前三位，分别为

3.26亿元、2.79亿元和1.84亿元；同时，采掘、传

媒、建筑材料、有色金属和商业贸易行业的净

买入额也均超过亿元。 相对而言，非银金融行

业的净偿还额最高，为2.33亿元；公用事业、汽

车、轻工制造、纺织服装、国防军工和农林牧渔

行业的净偿还额均超过5000万元。

个股来看，深天马A、多氟多、海南航空的

融资净买入额位居前三位， 分别为1.93亿元、

1.11亿元和1.08亿元； 其余个股的净买入额均

不超过8000万元。相对而言，兴业银行、中信证

券和光大证券的融资净偿还额居前， 分别为

5905万元、5329万元和4395万元。

量能不济 融资料波动

由于两融市场是A股市场情绪的晴雨表，

行情走势和量能的变化对两融市场的影响颇

为明显。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网昨天公布的数据

显示，上周（4月25日至29日），证券保证金净

流出791亿元， 创近十周以来最大流出量；其

中，4月29日净流出627.24亿元，4月累计流出

375亿元； 两融担保资金净流出184亿元，4月

29日净流出94.80亿元。

实际上，据Wind数据，从4月20日到29日，

两融余额连续8个交易日环比下降， 从8900亿

元上方跌落至8600亿元下方。 其中，4月29日

单日的融资净偿还额为73.56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五一” 小长假之前的成

交缩量伴随着一部分资金的暂时撤离，而节后

需要等待这部分资金回流，并吸引更多的资金

跟进，才能形成较为明显的反弹行情。 不过仅

有节后首日明显放量上涨，随后行情再度陷入

缩量的震荡格局之中：成交额节节回落，昨日

两市合计额度低于5000亿元； 沪指3000点始

终未能拿下，20日均线仍然没有突破， 显示出

投资者心态较为谨慎，“跌易涨难” 情形下，市

场需要以时间换空间。

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沪市量能低于2000

亿元，那么多头攻坚就较为缺乏动力，市场赚

钱效应也就较弱。

*ST盈方换手率超22%�机构齐抛

5月3日起盈方微“戴帽” ，更名*ST盈方，股

价也连续收出两日收出无量一字跌停板。 昨日

*ST盈方再度以10.68元的跌停价开盘，期间多次

开板，最终收于10.69元，跌幅达4.89%。 *ST盈方

昨日大幅放量，合计成交额达13.22亿元，创下4

月7日以来的新高。 不仅如此，*ST盈方的换手率

也达到了22.10%，在全部A股中居于前列。

2014年6月才借壳S舜元的盈方微却在4

月30日披露年报时， 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并因此被深交

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更名*ST盈方。 其实

借壳的近两年时间里，盈方微积极展开外延并

购， 相继收购了上海宇芯科技70%股权、

Soaring� Wisdom� CApital� ，LLC（SWC）

100%股权， 但这并没有对公司的业绩作出什

么贡献。 与此同时，盈方微曾承诺的2014年和

2015年不低于5000万元和1.25亿元的归属母

公司净利润也连续落空。

由此，昨日机构投资者的集体抛售并不奇

怪。 深交所盘后公开信息显示，昨日五大卖出

席位当中的前四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分别卖

出了1.09亿元、3993万元、2889万元和2674万

元， 第五大卖出席位也为国联证券交易单元，

卖出了1799万元，合计卖出金额占当日总成交

的16.79%。而当日买入的前五大席位则均为券

商营业部席位，其中居于首位的华泰证券深圳

益田路荣超商务中心营业部为知名实力游资

席位，昨日买入了4446万元。 （王威）

三机构买入三毛派神

连续盘整数日后，三毛派神昨日跳空高开

后， 震荡上行，9点50分左右成交额显著放大，

股价快速拉升， 封死涨停板至收盘， 收报于

27.89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三毛派神的成交

额为2.76亿元，较此前小幅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三毛派

神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三家机构现身，分别买入

5295.92万元、3346.80万元和795.82万元，排在

第一位、第二位和第四位。 昨日卖出三毛派神

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路证券营业部的卖出

金额最大，为7124.62万元，其余营业部的卖出

金额不足2000万元。

三毛派神于5月4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

将向北京北大众志微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众志芯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本次交易对价为6.21亿元。 消息面

的刺激三毛派神早盘强势涨停，该股后市有望

延续强势。（徐伟平）

两机构卖出华闻传媒

沪深股市昨日维持窄幅震荡，个股表现分

化，其中华闻传媒强势涨停，不过盘后公开交

易信息显示，两机构卖出该股。

华闻传媒昨日小幅高开后， 维持窄幅震

荡，午后涨幅不断扩大，下午1点50分左右成交

额显著放大，股价封死涨停板至收盘，收报于

10.49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华闻传媒的成交

额为11.90亿元，刷新了4月6日的新高。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华闻传

媒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航空路证券营业部的买入金

额最大，为8254.62万元。 昨日卖出华闻传媒金

额前五席位中有两机构现身， 分别卖出

2074.25万元和1652.73万元，排在第一位和第

三位。

分析人士指出， 华闻传媒一季度净利1.75

亿元，同比增长115.9%，业绩大幅增长对于股价

的支撑力度较强。 不过股价连续冲高的条件尚

不具备，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徐伟平）

沪指四连阳 缩量再战3000点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四市场延续整理状态， 指数振幅进

一步缩窄，量能也明显回落。 盘面上看，热点

并不鲜明，与此前热点内部的涨停潮相比，强

度明显转弱；而周期股虽继续拖累市场，但跌

幅相对有限，也表明市场并不弱。 而上证综指

在20日和30日均线附近盘磨也暗示了虽然立

夏来临，但市场依然未“入夏” ，不过变盘窗

口也正在临近，投资者可重点关注局部热点。

刚柔并济 缩量再战3000点

本周四市场似乎“复刻” 了周三的震荡

整理格局，不过程度有所推进。 上证综指早

盘在外围市场普跌影响下小幅低开，盘初受

权重股延续弱势表现影响出现震荡反复，但

很快便在航空股和填权行情的带领下发起

第一次“冲锋” ，不过随后指数便开始一路

震荡回落，午盘收盘前在5日均线上方企稳

并逐步收复失地，午后白酒、黄金板块相继

“卷土重来” ，临近尾盘煤炭股、有色金属

和房地产也开始发力， 上证综指一度逼近

3000点， 最高触及2999.12点， 最终收于

2997.84点，上涨0.22%。 相较于上证综指20

日均线处攻而未破的表现，深证成指和创业

板指昨日虽也呈现出震荡反复、窄幅整理的

特点， 但二者昨日已率先双双站上了20日

均线，最终涨幅也明显高于上证综指，表现

相对强势。

昨日的市场与周三同样， 都出现了前低

后高、窄幅整理走势，且盘中也都向3000点发

起冲击， 但都未能成功站上， 而且相较于周

三，昨日指数的振幅也继续收窄，盘面上呈现

出说强不强，说弱不弱的特征。

一方面，次新股、高送转概念延续强势表

现的同时， 热点呈现出了持续性的同时也有

新的热点加入， 市场的人气和活跃度有所提

升。 但同时，板块的内部出现了轮动，此前表

现较强或连上涨的股票昨日掉到了“队末” ，

反而是板块内之前引而不发的股票领涨，而

强势板块的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但其

实， 板块内部轮动的提速以及分化的加大往

往正是弱势的特征。

但另一方面， 虽然整体市场看起来并不

强，但也说不上弱。 除了热点的延续性提升和

扩大外，两市并无个股跌停，跌幅超过5%的

股票也只有4只，再加上行业和概念板块跌幅

也都十分有限， 这也显示出当前空方力量十

分有限。

不仅如此， 昨日两市量能出现了明显的

萎缩。 昨日沪深两市成交额再度跌落5000亿

元， 仅4741.99亿元。 其中， 沪市仅成交

1631.16亿元，深市成交3110.87亿元，双双较

本周三萎缩了10%以上。 这些共同说明了，当

前多空双方再度陷入僵持， 市场的弱平衡状

态得以延续。

夏未至 待破局

虽然目前已经迎来立夏， 但从本周的一

些盘面线索来看，市场仍未入夏，运行在说强

不强说弱不算弱的“夹板行情” 之下，投资者

仍需静待破局信号的出现。

节后第一个交易日是两市迎来了放量普

涨的“开门红” ，周三和昨日则基本呈现出了

震荡行情。 在外围连续大跌的背景下，A股对

此的敏感度却明显降低，仅仅是小幅低开，随

后便横盘甚至冲高， 显示市场的活跃度明显

在增强。

但量能逐渐萎缩， 再加上两融余额虽然

出现了止跌但增幅十分有限， 显示出资金的

态度依然偏向谨慎。 而且盘面上看，即使大盘

运行到分时图的高点， 也并没有强力的上涨

龙头板块“冲锋” ，而这也导致了3000点的屡

攻不克，以及存量资金出现了“折返跑” 的情

况，盘面热点由此而逐渐转向杂乱。

由此可见， 虽然大盘2900点附近的支撑

力依然较强，但上方20日均线、30日均线粘合

于3000点位置也形成了天花板， 有效突破的

难度明显加大。 不过市场人士同时也指出，随

着量能和市场增幅的继续缩减， 短线对本周

二中阳线获利盘充分消化后， 市场有望迎来

突破。

当前市场风格发生了切换， 在市场陷入

“夹板行情” 的同时，权重股也随之“沉寂” ，

本周盘面呈现出明显的小盘股为主的运行格

局。 不过连板股票大幅减少，冲击涨停板失利

个股却在增多，这表明此前的“涨停敢死队”

套路失效。 反而是航空、锂电池等业绩改善或

超预期的板块明显走强。 因此，短期来看，业

绩大增、及高送转的小盘股反弹持续性较好，

可以重点关注，而此前涨幅较大、业绩暗淡的

品种投资者要注意及时规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