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多效应递减 创业板指或难跨2184点

就上周A股市场的走势来

说， 沪深两市缺乏强有力的向

上突破的能量， 这主要是因为

市场做多动能在衰弱。 尤其是

创业板指。这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是并购重组。众所周知的是，

过去几年， 并购重组已成为是

创业板上市公司实现市值神话

和盈利增长的重要手段， 也是

牛市的重要催化剂。但是，近期

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 许多并

购重组标的在交易时画下的

“饼” 已经是“水中月、镜中

花” ， 承诺业绩无法兑现的案

例比比皆是。

相对应的是， 如果剔除并

购重组，那么，相关上市公司业

绩缺乏内在增长的动能。 有统

计数据显示，在并购当年，有承

诺业绩的公司净利润增速皆为

正增长，2013年、2014年、2015

年分别增长33.77% 、68.20% 、

74.99% ， 而在剔除承诺业绩

后， 内生盈利增速的中位数皆

转为负增长，分别为-55.97%、

-55.51%、-32.37%，虽然名义

盈利增速皆呈现高增长的表

象， 但是外延扩张仅仅是企业

华丽业绩外表的面纱， 风吹面

纱， 并未改变面纱背后的容

颜———内生业绩增长已出现衰

退。所以，随着近期并购重组数

量的降低和并购重组相关上市

公司业绩驱动力量的降低，整

个创业板的盈利增长已处于递

减态势。

当前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

业已面临成长的瓶颈。 比如说

在精准医疗行业， 细胞治疗业

务虽然远景乐观， 但问题是短

线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

的干扰， 甚至与医疗纠纷挂上

了钩。 所以，北陆药业收购的中

美康士业务资产的盈利能力就

低于预期， 说明精准医疗业务

看起来好， 但实质上在推广过

程中， 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因

素。 相对应移动互联网来说，近

一年来， 也缺乏令人兴奋的新

盈利模式， 也缺乏新的令人振

奋的新型高成长企业，所以，行

业瓶颈的出现， 也意味着创业

板指的活力在降低。

由此可见， 短线A股市场是

很难出现大的波动，创业板指在

年线附近，即2184点下方受阻回

落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在操作

中，建议投资者仍宜谨慎。 有时

候是需要放弃一些机会的，毕竟

想抓住每一次机会才是市场参

与者亏损的源头。

做多效应递减 创业板指或难跨2184点

就上周A股市场的走势来

说， 沪深两市缺乏强有力的向

上突破的能量， 这主要是因为

市场做多动能在衰弱。 尤其是

创业板指。这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是并购重组。众所周知的是，

过去几年， 并购重组已成为是

创业板上市公司实现市值神话

和盈利增长的重要手段， 也是

牛市的重要催化剂。但是，近期

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 许多并

购重组标的在交易时画下的

“饼 ” 已经是“水中月、镜中

花” ， 承诺业绩无法兑现的案

例比比皆是。

相对应的是， 如果剔除并

购重组，那么，相关上市公司业

绩缺乏内在增长的动能。 有统

计数据显示，在并购当年，有承

诺业绩的公司净利润增速皆为

正增长，2013年、2014年、2015

年分别增长33.77% 、68.20% 、

74.99% ， 而在剔除承诺业绩

后， 内生盈利增速的中位数皆

转为负增长，分别为-55.97%、

-55.51%、-32.37%，虽然名义

盈利增速皆呈现高增长的表

象， 但是外延扩张仅仅是企业

华丽业绩外表的面纱， 风吹面

纱， 并未改变面纱背后的容

颜———内生业绩增长已出现衰

退。所以，随着近期并购重组数

量的降低和并购重组相关上市

公司业绩驱动力量的降低，整

个创业板的盈利增长已处于递

减态势。

当前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

业已面临成长的瓶颈。 比如说

在精准医疗行业， 细胞治疗业

务虽然远景乐观， 但问题是短

线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

的干扰， 甚至与医疗纠纷挂上

了钩。 所以，北陆药业收购的中

美康士业务资产的盈利能力就

低于预期， 说明精准医疗业务

看起来好， 但实质上在推广过

程中， 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因

素。 相对应移动互联网来说，近

一年来， 也缺乏令人兴奋的新

盈利模式， 也缺乏新的令人振

奋的新型高成长企业，所以，行

业瓶颈的出现， 也意味着创业

板指的活力在降低。

由此可见， 短线A股市场是

很难出现大的波动，创业板指在

年线附近，即2184点下方受阻回

落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在操作

中，建议投资者仍宜谨慎。 有时

候是需要放弃一些机会的，毕竟

想抓住每一次机会才是市场参

与者亏损的源头。

停复牌新规“拔钉” 106股复牌

时长、高价、高估值成补跌“标签”

□本报记者 王威

5月27日， 深沪交易所出台

上市公司停复牌新规， 明确提出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不

得超3个月” 。 在新规压力下，5月

30日以来已有114只股票相继复

牌， 刨除异常波动和盘中停牌后

还有106只。 其中，不少停牌“钉

子户” 接连复牌，如近期复牌的

三变科技、 建发科技的停牌时间

都已接近一年。 以本周五收盘价

和5月30日以来复牌股票停牌价

对比来看，平均涨幅仅0.12%，而

同期上证综指上涨了2.27%。 从

这些复牌股票来看， 停牌时间较

长、 价格和市盈率较高成为补跌

股的“标签” 。 至6月16日两市仍

有292只股票仍在停牌状态，预

计后续陆续复牌的上市公司数量

将继续增加，投资者需仔细甄别。

新规唤醒“钉子户”

5月27日， 沪深交易所分别

下发了《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

停复牌业务指引》和《上市公司

停复牌业务备忘录》， 其中明确

加强了对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

的监管，明确了相关重大事项的

最长停牌时间及停复牌事项的

信息披露要求等，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随着停复牌新规的生效，

复牌股票就接连不断。 5月30日

以来， 沪深两市共有114只股票

相继复牌，刨除股价异动及盘中

停牌之后，还有106只。

5月30日以来复牌的这些股

票中不少是“停牌钉子户” 。 在

这106只股票当中， 停牌超过90

天的股票就有29只。从停牌的原

因来看， 这106只股票涉及重大

资产重组的公司有38只，占比达

35.85%，正是本次新规重点整顿

的类型。 此外，还有重要事项未

公布的有37只、刊登重要公告的

28只，另有应交易所要求、交易

异常波动和澄清公告各1只。 这

些股票以机械设备、传媒、化工

等行业为主。

在这些复牌股票的平均停牌

时长为55天， 其中停牌时间最长

的是建发科技，累计停牌351个自

然日， 三变科技的停牌时间也接

近一年，达330个自然日，苏大维

格、达意隆、华星创业、乐视网、金

运激光、 宏图高科等22只股票的

停牌日超过100天。 由此可见，新

规规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不得超过3个月” ， 对长时间

停牌的部分股票造成了较大压

力，不少知名“钉子户”复牌。

中金公司表示， 目前停牌

公司在A股市场的家数占比已

经从去年市场剧烈波动期间的

52%下降到11%左右，流通市值

占比下降至6%左右。在5月27日

新规出台后，一些停复牌时间较

长、市场关注度较高的公司已经

选择复牌，如苏大维格、华星创

业、乐视网、清新环境等。停牌公

司在A股市场的家数占比有望

进一步下降， 并逐渐回落到

2014年8-9%左右甚至以下的

水平。 而从历史来看，停牌公司

的家数占比和市场交易活跃度

成正比，无序停牌或个别公司利

用停牌影响股价的行为也将明

显减少。

三因素考量“避雷”

虽然停牌时间都在300个交

易日之上，均停牌于去年大盘高

位区间，但建发科技和三变科技

的表现可谓“冰火两重天” 。 一

方面，建发科技复牌至上周五下

跌了34.09%，另一方面，三变科

技复牌之后却上涨了33.05%。这

与其停牌重大重组事项是否“落

地”密切相关。建发科技公告称，

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与此同时，三变科技却因收

购南方银谷，而“改头换面” 转

为电力变压器制造与地铁移动

互联网运营的双主业公司。

除此之外， 从宏观层面上

看，复牌股究竟是“捡宝” 还是

“踩雷” 也有迹可循。 从复牌后

上涨与下跌股票对比表现来看，

复牌后至上周五上涨的股票的

平均停牌时间为42天，平均价格

为17.77元， 平均市盈率为40.97

倍；而复牌至上周五下跌的股票

平均停牌时间则长达73天，平均

价格为30.34元， 平均市盈率高

达131.75倍。 从另一个侧面来

看，停牌时间对于股票复牌后表

现至关重要。 在这106只新规实

行以来的复牌股票中，停牌时间

超过100天的股票平均跌幅达

4.62%， 停牌在30天以上100天

以下的股票的平均跌幅则只有

1.47%， 停牌时间不足30天的则

平均上涨了2.73%。

由此可见， 停牌时间较长、价

格和市盈率相对较高的股票复牌后

下跌的可能性更大。 而停牌时间对

复牌后表现的影响更是几乎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考虑到截至上周五，沪

深两市依然有292只股票处于停牌

状态，而其中恒康医疗、沙隆达A、

ST舜船和ST宏盛的停牌日也超过

了300天， 另有90只股票的停牌日

期超过90天。除了“截止日期”渐近

以外， 这些股票停牌时间意味着价

格处于相对高位，因而处于“高压”

之下，投资者需密切关注。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800-2930

点

本周热点 小市值题材股

本周焦点 英国脱欧公投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800-3000

点

本周热点 白酒

、

养殖

、

新能源汽车

本周焦点 英国脱欧公投

本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865-2965

点

本周热点 生物医药

、

物联网

本周焦点 小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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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周A股市场的走势来

说， 沪深两市缺乏强有力的向

上突破的能量， 这主要是因为

市场做多动能在衰弱。 尤其是

创业板指。这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是并购重组。众所周知的是，

过去几年， 并购重组已成为是

创业板上市公司实现市值神话

和盈利增长的重要手段， 也是

牛市的重要催化剂。但是，近期

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 许多并

购重组标的在交易时画下的

“饼 ” 已经是“水中月、镜中

花” ， 承诺业绩无法兑现的案

例比比皆是。

相对应的是， 如果剔除并

购重组，那么，相关上市公司业

绩缺乏内在增长的动能。 有统

计数据显示，在并购当年，有承

诺业绩的公司净利润增速皆为

正增长，2013年、2014年、2015

年分别增长33.77% 、68.20% 、

74.99% ， 而在剔除承诺业绩

后， 内生盈利增速的中位数皆

转为负增长，分别为-55.97%、

-55.51%、-32.37%，虽然名义

盈利增速皆呈现高增长的表

象， 但是外延扩张仅仅是企业

华丽业绩外表的面纱， 风吹面

纱， 并未改变面纱背后的容

颜———内生业绩增长已出现衰

退。所以，随着近期并购重组数

量的降低和并购重组相关上市

公司业绩驱动力量的降低，整

个创业板的盈利增长已处于递

减态势。

当前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

业已面临成长的瓶颈。 比如说

在精准医疗行业， 细胞治疗业

务虽然远景乐观， 但问题是短

线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

的干扰， 甚至与医疗纠纷挂上

了钩。 所以，北陆药业收购的中

美康士业务资产的盈利能力就

低于预期， 说明精准医疗业务

看起来好， 但实质上在推广过

程中， 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因

素。 相对应移动互联网来说，近

一年来， 也缺乏令人兴奋的新

盈利模式， 也缺乏新的令人振

奋的新型高成长企业，所以，行

业瓶颈的出现， 也意味着创业

板指的活力在降低。

由此可见， 短线A股市场是

很难出现大的波动，创业板指在

年线附近，即2184点下方受阻回

落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在操作

中，建议投资者仍宜谨慎。 有时

候是需要放弃一些机会的，毕竟

想抓住每一次机会才是市场参

与者亏损的源头。

停复牌新规“拔钉” 106股复牌

时长、高价、高估值成补跌“标签”

□本报记者 王威

5月27日， 深沪交易所出台

上市公司停复牌新规， 明确提出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不

得超3个月” 。 在新规压力下，5月

30日以来已有114只股票相继复

牌， 刨除异常波动和盘中停牌后

还有106只。 其中，不少停牌“钉

子户” 接连复牌，如近期复牌的

三变科技、 建发科技的停牌时间

都已接近一年。 以本周五收盘价

和5月30日以来复牌股票停牌价

对比来看，平均涨幅仅0.12%，而

同期上证综指上涨了2.27%。 从

这些复牌股票来看， 停牌时间较

长、 价格和市盈率较高成为补跌

股的“标签” 。 至6月16日两市仍

有292只股票仍在停牌状态，预

计后续陆续复牌的上市公司数量

将继续增加，投资者需仔细甄别。

新规唤醒“钉子户”

5月27日， 沪深交易所分别

下发了《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

停复牌业务指引》和《上市公司

停复牌业务备忘录》， 其中明确

加强了对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

的监管，明确了相关重大事项的

最长停牌时间及停复牌事项的

信息披露要求等，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随着停复牌新规的生效，

复牌股票就接连不断。 5月30日

以来， 沪深两市共有114只股票

相继复牌，刨除股价异动及盘中

停牌之后，还有106只。

5月30日以来复牌的这些股

票中不少是“停牌钉子户” 。 在

这106只股票当中， 停牌超过90

天的股票就有29只。从停牌的原

因来看， 这106只股票涉及重大

资产重组的公司有38只，占比达

35.85%，正是本次新规重点整顿

的类型。 此外，还有重要事项未

公布的有37只、刊登重要公告的

28只，另有应交易所要求、交易

异常波动和澄清公告各1只。 这

些股票以机械设备、传媒、化工

等行业为主。

在这些复牌股票的平均停牌

时长为55天， 其中停牌时间最长

的是建发科技，累计停牌351个自

然日， 三变科技的停牌时间也接

近一年，达330个自然日，苏大维

格、达意隆、华星创业、乐视网、金

运激光、 宏图高科等22只股票的

停牌日超过100天。 由此可见，新

规规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不得超过3个月” ， 对长时间

停牌的部分股票造成了较大压

力，不少知名“钉子户”复牌。

中金公司表示， 目前停牌

公司在A股市场的家数占比已

经从去年市场剧烈波动期间的

52%下降到11%左右，流通市值

占比下降至6%左右。在5月27日

新规出台后，一些停复牌时间较

长、市场关注度较高的公司已经

选择复牌，如苏大维格、华星创

业、乐视网、清新环境等。停牌公

司在A股市场的家数占比有望

进一步下降， 并逐渐回落到

2014年8-9%左右甚至以下的

水平。 而从历史来看，停牌公司

的家数占比和市场交易活跃度

成正比，无序停牌或个别公司利

用停牌影响股价的行为也将明

显减少。

三因素考量“避雷”

虽然停牌时间都在300个交

易日之上，均停牌于去年大盘高

位区间，但建发科技和三变科技

的表现可谓“冰火两重天” 。 一

方面，建发科技复牌至上周五下

跌了34.09%，另一方面，三变科

技复牌之后却上涨了33.05%。这

与其停牌重大重组事项是否“落

地”密切相关。建发科技公告称，

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与此同时，三变科技却因收

购南方银谷，而“改头换面” 转

为电力变压器制造与地铁移动

互联网运营的双主业公司。

除此之外， 从宏观层面上

看，复牌股究竟是“捡宝” 还是

“踩雷” 也有迹可循。 从复牌后

上涨与下跌股票对比表现来看，

复牌后至上周五上涨的股票的

平均停牌时间为42天，平均价格

为17.77元， 平均市盈率为40.97

倍；而复牌至上周五下跌的股票

平均停牌时间则长达73天，平均

价格为30.34元， 平均市盈率高

达131.75倍。 从另一个侧面来

看，停牌时间对于股票复牌后表

现至关重要。 在这106只新规实

行以来的复牌股票中，停牌时间

超过100天的股票平均跌幅达

4.62%， 停牌在30天以上100天

以下的股票的平均跌幅则只有

1.47%， 停牌时间不足30天的则

平均上涨了2.73%。

由此可见， 停牌时间较长、价

格和市盈率相对较高的股票复牌后

下跌的可能性更大。 而停牌时间对

复牌后表现的影响更是几乎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考虑到截至上周五，沪

深两市依然有292只股票处于停牌

状态，而其中恒康医疗、沙隆达A、

ST舜船和ST宏盛的停牌日也超过

了300天， 另有90只股票的停牌日

期超过90天。除了“截止日期”渐近

以外， 这些股票停牌时间意味着价

格处于相对高位，因而处于“高压”

之下，投资者需密切关注。

做多效应递减 创业板指或难跨2184点

就上周A股市场的走势来

说， 沪深两市缺乏强有力的向

上突破的能量， 这主要是因为

市场做多动能在衰弱。 尤其是

创业板指。这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是并购重组。众所周知的是，

过去几年， 并购重组已成为是

创业板上市公司实现市值神话

和盈利增长的重要手段， 也是

牛市的重要催化剂。但是，近期

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 许多并

购重组标的在交易时画下的

“饼 ” 已经是“水中月、镜中

花” ， 承诺业绩无法兑现的案

例比比皆是。

相对应的是， 如果剔除并

购重组，那么，相关上市公司业

绩缺乏内在增长的动能。 有统

计数据显示，在并购当年，有承

诺业绩的公司净利润增速皆为

正增长，2013年、2014年、2015

年分别增长33.77% 、68.20% 、

74.99% ， 而在剔除承诺业绩

后， 内生盈利增速的中位数皆

转为负增长，分别为-55.97%、

-55.51%、-32.37%，虽然名义

盈利增速皆呈现高增长的表

象， 但是外延扩张仅仅是企业

华丽业绩外表的面纱， 风吹面

纱， 并未改变面纱背后的容

颜———内生业绩增长已出现衰

退。所以，随着近期并购重组数

量的降低和并购重组相关上市

公司业绩驱动力量的降低，整

个创业板的盈利增长已处于递

减态势。

当前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

业已面临成长的瓶颈。 比如说

在精准医疗行业， 细胞治疗业

务虽然远景乐观， 但问题是短

线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

的干扰， 甚至与医疗纠纷挂上

了钩。 所以，北陆药业收购的中

美康士业务资产的盈利能力就

低于预期， 说明精准医疗业务

看起来好， 但实质上在推广过

程中， 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因

素。 相对应移动互联网来说，近

一年来， 也缺乏令人兴奋的新

盈利模式， 也缺乏新的令人振

奋的新型高成长企业，所以，行

业瓶颈的出现， 也意味着创业

板指的活力在降低。

由此可见， 短线A股市场是

很难出现大的波动，创业板指在

年线附近，即2184点下方受阻回

落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在操作

中，建议投资者仍宜谨慎。 有时

候是需要放弃一些机会的，毕竟

想抓住每一次机会才是市场参

与者亏损的源头。

停复牌新规“拔钉” 106股复牌

时长、高价、高估值成补跌“标签”

□本报记者 王威

5月27日， 深沪交易所出台

上市公司停复牌新规， 明确提出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不

得超3个月” 。 在新规压力下，5月

30日以来已有114只股票相继复

牌， 刨除异常波动和盘中停牌后

还有106只。 其中，不少停牌“钉

子户” 接连复牌，如近期复牌的

三变科技、 建发科技的停牌时间

都已接近一年。 以本周五收盘价

和5月30日以来复牌股票停牌价

对比来看，平均涨幅仅0.12%，而

同期上证综指上涨了2.27%。 从

这些复牌股票来看， 停牌时间较

长、 价格和市盈率较高成为补跌

股的“标签” 。 至6月16日两市仍

有292只股票仍在停牌状态，预

计后续陆续复牌的上市公司数量

将继续增加，投资者需仔细甄别。

新规唤醒“钉子户”

5月27日， 沪深交易所分别

下发了《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

停复牌业务指引》和《上市公司

停复牌业务备忘录》， 其中明确

加强了对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

的监管，明确了相关重大事项的

最长停牌时间及停复牌事项的

信息披露要求等，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随着停复牌新规的生效，

复牌股票就接连不断。 5月30日

以来， 沪深两市共有114只股票

相继复牌，刨除股价异动及盘中

停牌之后，还有106只。

5月30日以来复牌的这些股

票中不少是“停牌钉子户” 。 在

这106只股票当中， 停牌超过90

天的股票就有29只。从停牌的原

因来看， 这106只股票涉及重大

资产重组的公司有38只，占比达

35.85%，正是本次新规重点整顿

的类型。 此外，还有重要事项未

公布的有37只、刊登重要公告的

28只，另有应交易所要求、交易

异常波动和澄清公告各1只。 这

些股票以机械设备、传媒、化工

等行业为主。

在这些复牌股票的平均停牌

时长为55天， 其中停牌时间最长

的是建发科技，累计停牌351个自

然日， 三变科技的停牌时间也接

近一年，达330个自然日，苏大维

格、达意隆、华星创业、乐视网、金

运激光、 宏图高科等22只股票的

停牌日超过100天。 由此可见，新

规规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不得超过3个月” ， 对长时间

停牌的部分股票造成了较大压

力，不少知名“钉子户”复牌。

中金公司表示， 目前停牌

公司在A股市场的家数占比已

经从去年市场剧烈波动期间的

52%下降到11%左右，流通市值

占比下降至6%左右。在5月27日

新规出台后，一些停复牌时间较

长、市场关注度较高的公司已经

选择复牌，如苏大维格、华星创

业、乐视网、清新环境等。停牌公

司在A股市场的家数占比有望

进一步下降， 并逐渐回落到

2014年8-9%左右甚至以下的

水平。 而从历史来看，停牌公司

的家数占比和市场交易活跃度

成正比，无序停牌或个别公司利

用停牌影响股价的行为也将明

显减少。

三因素考量“避雷”

虽然停牌时间都在300个交

易日之上，均停牌于去年大盘高

位区间，但建发科技和三变科技

的表现可谓“冰火两重天” 。 一

方面，建发科技复牌至上周五下

跌了34.09%，另一方面，三变科

技复牌之后却上涨了33.05%。这

与其停牌重大重组事项是否“落

地”密切相关。建发科技公告称，

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与此同时，三变科技却因收

购南方银谷，而“改头换面” 转

为电力变压器制造与地铁移动

互联网运营的双主业公司。

除此之外， 从宏观层面上

看，复牌股究竟是“捡宝” 还是

“踩雷” 也有迹可循。 从复牌后

上涨与下跌股票对比表现来看，

复牌后至上周五上涨的股票的

平均停牌时间为42天，平均价格

为17.77元， 平均市盈率为40.97

倍；而复牌至上周五下跌的股票

平均停牌时间则长达73天，平均

价格为30.34元， 平均市盈率高

达131.75倍。 从另一个侧面来

看，停牌时间对于股票复牌后表

现至关重要。 在这106只新规实

行以来的复牌股票中，停牌时间

超过100天的股票平均跌幅达

4.62%， 停牌在30天以上100天

以下的股票的平均跌幅则只有

1.47%， 停牌时间不足30天的则

平均上涨了2.73%。

由此可见， 停牌时间较长、价

格和市盈率相对较高的股票复牌后

下跌的可能性更大。 而停牌时间对

复牌后表现的影响更是几乎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考虑到截至上周五，沪

深两市依然有292只股票处于停牌

状态，而其中恒康医疗、沙隆达A、

ST舜船和ST宏盛的停牌日也超过

了300天， 另有90只股票的停牌日

期超过90天。除了“截止日期”渐近

以外， 这些股票停牌时间意味着价

格处于相对高位，因而处于“高压”

之下，投资者需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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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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未突破 热点需梳理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半周股指大幅震荡，后半

周逐步收敛，指数低位整理并未

带来场外资金关注，近期市场预

期因素的导向作用较强，投资者

心态仍以谨慎为主。指数超跌反

抽动能不足，势必拉伸筑底周期

的延伸， 预计沪综指亦将围绕

2900点形成震荡中枢。 操作上，

半仓之下灵活调整持仓配置。

当沪指下挫逼近下档2800

点支撑之际，超跌反抽的过程中

热点重演了上一轮的布局，先是

防御类品种领涨两市，跟随食品

饮料、 消费概念的节节走高，医

药类个股也同时活跃两市，短线

资金介入点突出以估值相对合

理、业绩较为稳定的板块。 与此

同时，事件驱动型板块盘中较为

活跃，政策推动和市场预期的传

导作用增强，使得概念性板块始

终活跃盘中。这两类品种在上周

市场表现中较为抢眼，也同时彰

显存量资金求稳、求快的兑现要

求。 热点维持轮动切换的时候，

主流权重板块并未形成趋势性

特征， 中小盘股结构性分化明

显， 市场总体呈现热点不沉淀，

指数向上反抽力度偏弱的格局。

技术走势方面，沪指再度探

底之后，虽未能下破至上一轮调

整低点，但大跌之后的超跌反弹

动能欠缺。沪指周内技术反抽重

返五日均线，短期均线下移态势

未见逆转。日K线显示，沪指中长

期均线也维持走低格局，指数低

位反抽力度偏弱，两市量能未见

放大，表明当前投资者心态仍以

谨慎为上。周K线显示，沪指周线

两收阴十字星，市场趋势转变仍

存不定因素，较为乐观的信号在

于周线回探时下方支撑作用存

在，当前市场下行空间有限的同

时，上攻动能力道偏弱。

进入本周，外围市场变化仍

需格外关注，汇率波动与A股市

场关联性紧密，后半周英国公投

期来临。 对于市场而言，等待不

确定因素的消除过程中，震荡反

复的整理走势亦将延伸，市场势

必以时间换取空间完善底部构

筑。 轻指数、重个股是近期操作

重点，借指数冲高适当减持滞涨

个股，但对于强势突破的绩优品

种需耐心持有。

震荡格局仍将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先抑后扬，周五收

盘沪综指重新站上5日均线，逼

近2900点。 深成指则收复10000

点大关，逼近半年线。 结合各方

面因素分析，我们认为A股两市

整体料将维持震荡格局，个股活

跃的局面仍将延续。

一方面，国内偏空的宏观经

济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资金持

续做多的信心。根据最新发布的

各项数据，国内宏观层面偏空的

格局依然明显，5月份工业增加

值增速的回升乏力、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速的持续放缓以及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回落

均表明国内经济增长仍面临较

大的下行压力， 同时5月份房地

产开发投资和销售均出现明显

的放缓迹象，这无疑将增大后期

国内经济面临的挑战。在宏观层

面压力较大的情况下，A股市场

走出独立行情的可能性有限，资

金做多的意愿受到抑制。 短期而

言A股存量博弈的行情性质将

不会发生明显改善，从这个角度

分析，资金面的因素也将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后期A股上行的空

间。

另一方面， 伴随A股纳入

MSCI、 美联储加息等不确定性

的消除，市场风险偏好进一步回

升，这将为沪深市场板块个股持

续活跃创造条件。 对于资本市场

而言，风险更多的来自事件存在

的不确定性，随着一系列不确定

性的消除，A股资金风险偏好有

望进一步回升，在此背景下沪深

市场盘面板块个股延续活跃格

局将是大概率事件。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后期A

股整体维持震荡格局的可能性

较大， 但同时可以预期的是，随

着市场不确定性的消除，个股活

跃的格局将有望延续。

震荡依旧 关注“脱欧”公投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震荡整理，先

抑后扬， 总体多空拉锯格局不

变。 从目前看，市场缺乏内生性

突破动力，和外围市场联动有所

增强，本周三英国公投已成为全

球金融市场的大热点，其最终结

果或将通过海外市场影响A股

未来预期，值得关注。

首先， 从近期A股表现看，

多空拉锯， 旗鼓相当的格局相

当明显。 大盘几次重心上移或

下移都是由外界因素如管理层

暂停中概股回归、 海外资金持

续申购南方50ETF和沪股通资

金持续北上、 上周初外盘大幅

回落等引发， 且以一根中阳线

或者中阴线的方式一步到位，

随后便再次牛皮盘整。 因此，就

市场本身看， 明确缺乏内生性

动力和趋势性方向， 目前的箱

体震荡格局难以打破。

从本周影响因素看，周三即

将举行的英国“脱欧” 公投已成

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上周还发生

了亲欧议员被袭身亡的悲剧。 受

其影响，欧洲股市大幅回落；德国

十年期国债和瑞士三十年期国债

收益率出现史上首次的负利率；

国际金价价格突破1300美元/盎

司， 创2013年年底以来的新高，

市场避险情绪急剧升温。另外，为

应对可能出现的不测， 摩根大通

等国际大投行还将安排资深交易

员彻夜值班， 可见该事件对全球

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从目前看，虽

然A股市场相对独立， 但不排除

该事件通过蝴蝶效应， 传导到A

股市场产生联动效应。

就市场内在因素看，经济基

本面仍面临转型和下行的压力。

5月份民间投资增速仍在下降，

当月或已出现负增长；房地产在

一季度火爆之后也出现滞涨现

象，经济稳增长面临挑战。 同时，

股市资金仍缺乏增量，银证转账

已经连续四周净流出，而产业资

本离场不断加快，甚至出现不少

大股东清仓式减持，因此存量博

弈格局不变。再加上技术面3000

点整数关以及2965点半年线阻

力位， 后续上行突破的难度很

大。投资者在关注海外市场的同

时，应关注量能变化，总体上谨

慎为宜，防御为主。

先抑后扬 上证指数周跌1.44%

上周A股市场出现了先抑后

扬的走势。 在周一，沪深两市出

现了莫名其妙的急跌。 但在周

三， 又莫名其妙的大幅拉升，显

示出目前多空争夺较为剧烈。 在

周五， 早盘多头也一度努力，可

惜的是，午市后受阻回落，上证

指数的周K线图出现了一根下影

线较长的周阴K线， 一周下跌

1.44%。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与

MSCI指数有着较大关联。 在周

一，有部分先知先觉的资金认为

当前A股所背靠的外汇管制等政

策背景， 意味着A股纳入到

MSCI指数的概率极低。所以，提

前套现离场，使得A股在周一急

挫。 但当事件明朗后，部分热钱

却认为利空出尽是利多， 更何

况，在A股以往走势过程中，没有

MSCI指数，A股的马照跑，舞照

跳，牛熊循环照样转得不停。 甚

至还有部分热钱出乎“今日你对

我不闻不问， 他日让你高攀不

起” 的心理而加大了仓位布署。

因此，A股随后的买力渐增，从而

出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

不过，盘面也显示出A股虽

然化险为夷，但却缺乏强劲的活

力。 尤其是成交量并未有明显的

变化，沪市的日均成交量基本上

还是在2000亿元左右波动。与此

同时，沪深两市的融资融券余额

也未有大的变化，不仅仅说明了

市场缺乏足够的做多激情与活

力，而且也说明市场并没有强劲

的新增资金进场，也就没有新的

推力出现，看来，当前A股的博弈

格局也难有实质性变化。 甚至连

国家队也保持着平稳的持股心

态，因为在周末有数据显示出证

金、汇金等国家队的托管证券数

据并未有大的波动，说明他们也

没有大起大落的操作。看来，A股

固然没有大的下跌空间，但也缺

乏进一步的涨升能量。

新股苏奥传感以118.03元再创历史新高

上周A股市场的整体活力虽

然不够，但是，仍然出现了局部兴

奋点， 尤其是新股与次新股更是

表现突出。 不仅仅是中科创达在

近期持续大跌， 一度取代贵州茅

台成为A股的新股王。 而且部分

新股形成了清晰的上升通道，迭

创历史新高， 在上周末更是集体

冲击涨停板， 龙头品种的苏奥传

感再创历史新高118.03元。

面对如此的走势，业内人士

指出新股与次新股在近期的强

势行情有着雄厚的市场基础，因

为当前A股产业兴奋点不多，但

市场存量热钱的做多意愿尚可。

所以，他们寻寻觅觅之后，发现

新股与次新股是他们的最爱。 一

方面是因为新股与次新股的换

手率较高， 便于各路资金的进

出。 甚至对于实力雄厚的资金群

体来说，单一新股的日成交量都

在数亿元左右，换手率在30%甚

至更高，所以，这些存量热钱可

以轻松地自由进出，不会遇到流

动性障碍。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

股与次新股是刚刚上市交易，无

论是财务报表还是所处的行业

背景均较为乐观，至少在表面是

A股的好孩子，遇到业绩地雷的

概率极低，如此就提振了各路热

钱的做多勇气。 所以，各式各样

的社会游资就云集到新股与次

新股板块，使得此类个股的买盘

力量持续增强，股价走势自然是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不过，凡事都有一个度。毕竟

新股与次新股在A股历史上也不

是没有疯狂过。但疯狂过后，往往

也是一地鸡毛，比如说2015年的

5月、6月，2015年10月、11月以及

12月，新股均是龙头品种。但一旦

A股降温， 此类个股的跌幅将是

惊人的。 可以讲，盛极必衰，也是

一个轮回。所以，当前新股与次新

股的凶猛走势， 固然给市场参与

者带来了极佳的短线操作机会。

但是， 经过了持续多个交易日的

拉升之后，在本周，此类个股可能

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至少风险

的概率在大增，因此，在操作中，

建议投资者予以谨慎。

产业催化剂频出 储能电池板块大涨2.81%

近期储能电池板块的产业

氛围较为乐观，一是新能源动力

汽车的销售量持续火爆，纯电动

客车的销售数据仍然持续翻倍

增长，从而给行业内的龙头上市

公司带来了极佳的业绩预期。 而

目前A股市场已接近了6月底，

意味着2016年的半年报业绩预

期浪的炒作将拉开序幕，从而为

有着良好半年报业绩预期的储

能电池板块提供了较佳的炒作

氛围。

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发展离

不开政策的扶持，毕竟目前新能

源动力汽车的配套设施尚不完

备。 所以，需要庞大的财政扶持

资金来支持新能源动力汽车的

发展。 所以，不仅仅是在城市公

用交通领域，对于新能源客车的

扶持政策力度大，而且在物流电

动车领域，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

的扶持政策，有利于新能源动力

汽车的发展。

随着新能源动力汽车规模

的提升，意味着整个新能源动力

汽车产业链的需求仍然呈现出

旺盛的势头，尤其是在技术瓶颈

较为突出的储能领域，不仅仅是

包含了锂电池材料，而且还包括

锂矿等领域。 也就是说，新能源

动力汽车的发展，对整个储能电

池领域，均是一个极佳的利好消

息，所以，储能电池产业股成为

近期市场热钱竞相追捧的对象，

股价走势更是火爆，在上周储能

电池板块大涨2.81%。

不过，随着去年下半年的新

能源动力汽车的火爆，各个储能

电池生产厂商也加大了产能扩

张力度。 有分析人士指出，储能

电池产业链的生产线的扩张周

期大概在10个月至18个月，也就

是说，在今年下半年，储能电池

的新增生产线将陆续投产，从而

会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供求关

系，至少产能瓶颈会得到较大程

度的缓解，那么，产品价格上涨

的步伐将放缓，储能电池产业股

的估值重心也有望下移。 因此，

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对储能电

池板块需要持有一份谨慎。

一周牛熊数据（6月17日）

上周A股市场出现了先抑后扬的走势。 在周一，沪深两市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急跌。 但在周三，又莫名其妙的大幅拉升，显示出目前多空争夺较为剧烈。 在周五，早盘多头也一度努力，可惜的是，午市后受阻回落，上证指数的周K线图出现了一根下影线较长的周阴K线，一周下跌1.44%。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与MSCI指数有着较大关联。 在周一，有部分先知先觉地资金认为当前A股所背靠的外汇管制等政策背景，意味着A股纳入到MSCI指数的概率极低。 所以，提前套现离场，使得A股在周一急挫。 但当事件明朗后，部分热钱却认为利空出尽是利多，更何况，在A股以往走势过程中，没有MSCI指数，A股的马照跑，舞照跳，牛熊循环照样转得不停。 甚至还有部分热钱出乎“今日你对我不闻不问，他日让你高攀不起”的心理而加大了仓位布署。 因此，A股随后的买力渐增，从而出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

不过，盘面也显示出A股虽然化险为夷，但却缺乏强劲的活力。 尤其是成交量并未有明显的变化，沪市的日均成交量基本上还是在2000亿元左右波动。 与此同时，沪深两市的融资融券余额也未有大的变化，不仅仅说明了市场缺乏足够的做多激情与活力，而且也说明市场并没有强劲的新增资金进场，也就没有新的推力出现，看来，当前A股的博弈格局也难有实质性变化。 甚至连国家队也保持着平稳的持股心态，因为在周末有数据显示出证金、汇金等国家队的托管证券数据并未有大的波动，说明他们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操作。 看来，A股固然没有大的下跌空间，但也缺乏进一步的涨升能量。

新股苏奥传感以118.03元再创历史新高

上周A股市场的整体活力虽然不够，但是，仍然出现了局部兴奋点，尤其是新股与次新股，更是表现突出。 不仅仅是中科创达在近期持续大跌，一度取代贵州茅台成为A股的新股王。 而且部分新股形成了清晰的上升通道，迭创历史新高，在上周末更是集体冲击涨停板，龙头品种的苏奥传感再创历史新高118.03元。

面对如此的走势，业内人士指出新股与次新股在近期的强势行情有着雄厚的市场基础，因为当前A股产业兴奋点不多，但市场存量热钱的做多意愿尚可。 所以，他们寻寻觅觅之后，发现新股与次新股是他们的最爱。 一方面是因为新股与次新股的换手率较高，便于各路资金的进出。 甚至对于实力雄厚的资金群体来说，单一新股的日成交量都在数亿元左右，换手率在30%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存量热钱可以轻松地自由进出，不会遇到流动性障碍。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股与次新股是刚刚上市交易，无论是财务报表还是所处的行业背景均较为乐观，至少在表面是A股的好孩子，遇到业绩地雷的概率极低，如此就提振了各路热钱的做多勇气。 所以，各式各样的社会游资就云集到新股

与次新股板块，使得此类个股的买盘力量持续增强，股价走势自然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不过，凡事都有一个度。 毕竟新股与次新股在A股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疯狂过。 但疯狂过后，往往也是一地鸡毛，比如说2015年的5月、6月，2015年10月、11月以及12月，新股均是龙头品种。 但一旦A股降温，此类个股的跌幅将是惊人的。 可以讲，盛极必衰，也是一个轮回。 所以，当前新股与次新股的凶猛走势，固然给市场参与者带来了极佳的短线操作机会。 但是，经过了持续多个交易日的拉升之后，在本周，此类个股可能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至少风险的概率在大增，因此，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还是予以谨慎。

产业催化剂频出 储能电池板块大涨2.81%

近期储能电池板块的产业氛围较为乐观，一是新能源动力汽车的销售量持续火爆，纯电动客车的销售数据仍然持续翻倍增长，从而给行业内的龙头上市公司带来了极佳的业绩预期。 而目前A股市场已接近了6月底，意味着2016年的半年报业绩预期浪的炒作将拉开序幕，从而为有着良好半年报业绩预期的储能电池板块提供了较佳的炒作氛围。

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扶持，毕竟目前新能源动力汽车的配套设施尚不完备。 所以，需要庞大的财政扶持资金来支持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发展。 所以，不仅仅是在城市公用交通领域，对于新能源客车的扶持政策力度大，而且在物流电动车领域，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有利于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发展。

随着新能源动力汽车规模的提升，意味着整个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的需求仍然呈现出旺盛的势头，尤其是在技术瓶颈较为突出的储能领域，不仅仅是包含了锂电池材料，而且还包括锂矿等领域。 也就是说，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发展，对整个储能电池领域，均是一个极佳的利好消息，所以，储能电池产业股成为近期市场热钱竞相追捧的对象，股价走势更是火爆，在上周储能电池板块大涨2.81%。

不过，随着去年下半年的新能源动力汽车的火爆，各个储能电池生产厂商也加大了产能扩张力度。 有分析人士指出，储能电池产业链的生产线的扩张周期大概在10个月至18个月，也就是说，在今年下半年，储能电池的新增生产线将陆续投产，从而会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供求关系，至少产能瓶颈会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那么，产品价格上涨的步伐将放缓，储能电池产业股的估值重心也有望下移。 因此，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对储能电池板块需要持有一份谨慎。

做多效应递减，创业板指或难跨2184点

就上周A股市场的走势来说，沪深两市缺乏强有力的向上突破的能量，这主要是因为市场做多动能在衰弱。 尤其是创业板指。 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并购重组。 众所周知的是，过去几年，并购重组已成为是创业板上市公司实现市值神话和盈利增长的重要手段，也是牛市的重要催化剂。 但是，近期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许多并购重组标的在交易时画下的“饼”已经是“水中月、镜中花” ，承诺业绩无法兑现的案例比比皆是。

相对应的是，如果剔除并购重组，那么，相关上市公司业绩缺乏内在增长的动能。 有统计数据显示，在并购当年，有承诺业绩的公司净利润增速皆为正增长，2013年、2014年、2015年分别增长33.77%、68.20%、74.99%，而在剔除承诺业绩后，内生盈利增速的中位数皆转为负增长，分别为-55.97%、-55.51%、-32.37%，虽然名义盈利增速皆呈现高增长的表象，但是外延扩张仅仅是企业华丽业绩外表的面纱，风吹面纱，并未改变面纱背后的容颜———内生业绩增长已出现衰退。 所以，随着近期并购重组数量的降低和并购重组相关上市公司业绩驱动力量的降低，整个创业板的盈利增长已处于递减态势。

当前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已面临成长的瓶颈。 比如说在精准医疗行业，细胞治疗业务虽然远景乐观，但问题是短线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甚至与医疗纠纷挂上了勾。 所以，北陆药业收购的中美康士业务资产的盈利能力就低于预期，说明精准医疗业务看起来好，但实质上在推广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相对应移动互联网来说，近一年来，也缺乏令人兴奋的新盈利模式，也缺乏新的令人振奋的新型高成长企业，所以，行业瓶颈的出现，也意味着创业板指的活力在降低。

由此可见，短线A股市场是很难出现大的波动，创业板指在年线附近，即2184点下方受阻回落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仍宜谨慎。 有时候是需要放弃一些机会的，毕竟想抓住每一次机会才是市场参与者亏损的源头。

限售股解禁配表

大宗交易配表

5月30日以来复牌股票停牌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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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29.SZ 海伦钢琴 2016-6-24 11,751.48 24,075.90 1,053.09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0031.SH 三一重工 2016-6-24 2,279.79 761,650.40 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120.SZ 经纬电材 2016-6-24 21.61 15,590.21 4,891.4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758.SH 红阳能源 2016-6-23 26.00 11,531.03 122,556.91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1012.SH 隆基股份 2016-6-23 12,810.46 174,921.72 2,512.2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96.SH 云天化 2016-6-23 60,085.45 112,213.01 20,619.7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13.SH 联环药业 2016-6-21 460.02 16,890.9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53.SZ 欧比特 2016-6-21 2,581.81 44,103.65 13,686.4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984.SH 建设机械 2016-6-21 10,000.00 24,155.60 39,520.8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48.SZ 天舟文化 2016-6-21 2,944.51 43,584.69 7,097.4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45.SZ 中金环境 2016-6-21 159.68 35,987.97 30,822.15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000613.SZ 大东海A 2016-6-21 461.88 26,564.56 1,045.44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219.SZ 鸿利光电 2016-6-21 5,663.50 53,287.79 13,860.4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009.SH 南京银行 2016-6-21 41,985.11 576,393.09 29,478.9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408.SZ 三环集团 2016-6-20 214.24 97,426.61 75,336.9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600.SH 中国铝业 2016-6-20 137,931.03 1,095,983.23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90.SH 青岛海尔 2016-6-20 732.12 549,873.79 60,636.6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19.SZ 麦捷科技 2016-6-20 145.55 7,076.18 14,112.4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33.SZ 金城医药 2016-6-20 307.92 22,912.19 2,407.8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22.SZ 科大智能 2016-6-20 767.73 27,652.19 32,617.1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477.SH 杭萧钢构 2016-6-20 1,202.44 79,975.88 25,215.78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002034.SZ 美欣达 2016-6-20 120.00 6,201.72 4,602.2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160.SZ 常铝股份 2016-6-20 2,324.81 43,471.23 28,973.7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36.SZ 超图软件 2016-6-20 25.92 30,534.17 8,630.1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568.SZ 百润股份 2016-6-20 8,568.05 30,376.30 59,223.7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81.SZ 奋达科技 2016-6-20 13,567.50 56,660.94 66,852.9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434.SZ 万里扬 2016-6-20 1,319.63 100,585.75 1,414.2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代码 名称 停牌日期 复牌日期 停牌原因

累计停牌

自然日

停牌前收

盘价(元)

上周五收

盘价

（元）

复牌以来

涨跌幅

（%）

市盈率

（TTM，

倍）

所属行业

600153.SH

建发股份

2015-06-29 2016-06-14

重要事项未公告

351 17.51 11.54 -34.09% 12.59

交通运输

002112.SZ

三变科技

2015-07-21 2016-06-15

重要事项未公告

330 19.12 25.44 33.05% 565.12

电气设备

300331.SZ

苏大维格

2015-11-16 2016-05-31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97 25.69 26.46 3.00% 358.86

电子

002209.SZ

达意隆

2015-11-24 2016-06-07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96 22.91 22.90 -0.04% 442.30

机械设备

300025.SZ

华星创业

2015-11-26 2016-06-02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89 30.15 12.11 -59.83% 47.75

通信

300104.SZ

乐视网

2015-12-07 2016-06-03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79 58.80 47.55 -19.13% 148.98

传媒

300220.SZ

金运激光

2015-12-10 2016-06-06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77 41.10 33.80 -17.76% -300.95

电子

600122.SH

宏图高科

2015-12-25 2016-06-14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72 19.42 13.75 -29.20% 47.36

商业贸易

600469.SH

风神股份

2015-12-28 2016-06-08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63 17.19 15.90 -7.50% 23.23

化工

300335.SZ

迪森股份

2016-01-05 2016-06-07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54 16.82 15.30 -9.04% 130.63

公用事业

300071.SZ

华谊嘉信

2016-01-15 2016-06-14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51 9.00 10.86 20.67% 57.29

传媒

002573.SZ

清新环境

2016-01-04 2016-05-30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45 22.44 17.09 -23.84% 34.62

公用事业

300410.SZ

正业科技

2016-01-18 2016-06-01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35 37.06 49.96 34.81% 228.12

电子

000717.SZ *ST

韶钢

2016-02-01 2016-06-13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29 4.40 3.40 -22.73% -3.43

钢铁

600390.SH *ST

金瑞

2016-02-04 2016-06-08

重要事项未公告

125 12.82 12.73 -0.70% -17.52

有色金属

600571.SH

信雅达

2016-02-22 2016-06-14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13 46.23 50.07 8.31% 90.49

计算机

5月30日以来复牌部分股票情况

代码 名称 停牌日期 停牌原因

累计停牌

自然日

停牌前收盘

价(元)

市盈率

（TTM，

倍）

所属行业

002219.SZ

恒康医疗

2015-07-08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347 37.24 82.13

医药生物

000553.SZ

沙隆达

A 2015-08-05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319 10.70 87.10

化工

002608.SZ *ST

舜船

2015-08-06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318 8.75 -0.60

国防军工

600817.SH *ST

宏盛

2015-08-24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300 15.38 -190.85

综合

600120.SH

浙江东方

2015-10-12

重要事项未公告

251 19.86 15.71

商业贸易

002647.SZ

宏磊股份

2015-11-17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215 23.84 -249.56

机械设备

002246.SZ

北化股份

2015-11-23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209 14.12 101.11

化工

000836.SZ

鑫茂科技

2015-11-24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208 23.09 50.30

通信

600749.SH

西藏旅游

2015-12-01

重要事项未公告

201 23.62 1572.19

休闲服务

600145.SH *ST

新亿

2015-12-07

刊登重要公告

195 7.40 44.71

建筑材料

300038.SZ

梅泰诺

2015-12-16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86 56.68 189.34

通信

002207.SZ

准油股份

2015-12-16

重要事项未公告

186 21.42 -27.12

采掘

300043.SZ

互动娱乐

2015-12-17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85 15.80 40.84

传媒

002164.SZ

宁波东力

2015-12-17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85 10.35 424.42

机械设备

000002.SZ

万科

A 2015-12-21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81 24.43 14.74

房地产

002065.SZ

东华软件

2015-12-22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80 25.10 34.18

计算机

000038.SZ

深大通

2015-12-22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80 56.90 259.87

房地产

002612.SZ

朗姿股份

2015-12-23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79 75.46 230.14

纺织服装

002082.SZ

栋梁新材

2015-09-18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79 10.21 62.14

建筑材料

000968.SZ *ST

煤气

2015-12-24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78 8.71 -2.80

采掘

000007.SZ

全新好

2015-12-24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78 23.79 207.13

休闲服务

002569.SZ

步森股份

2016-01-04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67 43.64 758.78

纺织服装

002349.SZ

精华制药

2016-01-04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67 38.70 101.66

医药生物

000718.SZ

苏宁环球

2016-01-04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67 13.19 43.99

房地产

000638.SZ

万方发展

2016-01-05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66 27.50 -400.85

房地产

300462.SZ

华铭智能

2016-01-07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64 42.24 127.86

计算机

002089.SZ

新海宜

2016-01-08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63 16.88 136.87

通信

300362.SZ

天翔环境

2016-01-11

刊登重要公告

160 57.40 172.52

电气设备

002052.SZ

同洲电子

2016-01-12

刊登重要公告

159 10.03 133.56

家用电器

000806.SZ

银河生物

2016-01-12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59 19.44 360.80

电气设备

000893.SZ

东凌国际

2016-01-15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56 12.58 128.54

农林牧渔

002762.SZ

金发拉比

2016-01-18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53 52.44 92.77

纺织服装

000571.SZ

新大洲

A 2016-01-18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53 5.71 93.02

采掘

600539.SH

狮头股份

2016-01-19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52 10.68 257.04

建筑材料

002012.SZ

凯恩股份

2016-01-19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52 8.71 886.45

轻工制造

600556.SH

慧球科技

2016-01-20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151 15.80 4803.59

综合

部分停牌时间超过90天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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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97.SZ

红旗连锁

2016-6-15 5.35 -9.78 6.20 16,880.00 90,308.00

002739.SZ

万达院线

2016-6-13 75.59 -10.00 78.08 755.79 57,130.17

002502.SZ

骅威文化

2016-6-15 20.23 -10.01 24.03 1,340.00 27,108.20

300085.SZ

银之杰

2016-6-15 27.25 -0.95 28.53 940.00 25,615.00

000576.SZ

广东甘化

2016-6-16 15.70 -0.19 15.36 1,589.31 24,952.19

600958.SH

东方证券

2016-6-14 14.98 -9.98 16.91 1,100.00 16,478.00

603108.SH

润达医疗

2016-6-13 23.32 -10.00 23.45 700.00 16,324.00

600958.SH

东方证券

2016-6-15 15.22 -9.99 17.30 1,050.00 15,981.00

002415.SZ

海康威视

2016-6-13 20.10 -4.29 20.50 742.00 14,914.20

300278.SZ

华昌达

2016-6-14 14.31 -10.00 15.68 1,000.00 14,310.00

300278.SZ

华昌达

2016-6-17 14.31 -9.43 16.74 1,000.00 14,310.00

300469.SZ

信息发展

2016-6-14 106.51 -5.55 112.12 125.00 13,313.75

300085.SZ

银之杰

2016-6-15 27.25 -0.95 28.53 480.00 13,080.00

600856.SH

中天能源

2016-6-15 19.80 2.59 19.82 660.00 13,068.00

000403.SZ ST

生化

2016-6-16 29.95 -3.01 32.08 432.00 12,938.40

002415.SZ

海康威视

2016-6-13 20.10 -4.29 20.50 630.00 12,663.00

002049.SZ

同方国芯

2016-6-16 40.31 -4.48 41.99 300.00 12,093.00

002049.SZ

同方国芯

2016-6-17 39.90 -4.98 41.56 300.00 11,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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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07.SZ

多氟多 换手率达

20% 2016-6-13 706394.51 -1.09 34.72

002407.SZ

多氟多 换手率达

20% 2016-6-16 665976.42 2.19 30.79

002407.SZ

多氟多 换手率达

20% 2016-6-15 564584.33 8.08 27.06

000973.SZ

佛塑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6-14 448036.74 25.03 53.63

603799.SH

华友钴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6-14 407321.61 22.92 41.65

300340.SZ

科恒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6-8 404280.13 18.81 83.74

600153.SH

建发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6-17 389631.96 -7.83 11.92

002797.SZ

第一创业 换手率达

20% 2016-6-15 341347.32 0.60 40.51

000973.SZ

佛塑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6-16 317776.43 10.00 36.23

000973.SZ

佛塑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6-6-16 317776.43 10.00 36.23

002797.SZ

第一创业 换手率达

20% 2016-6-14 304136.80 4.19 37.48

002797.SZ

第一创业 换手率达

20% 2016-6-17 303340.36 3.01 35.26

002797.SZ

第一创业 换手率达

20% 2016-6-13 281559.08 -10.00 34.20

002709.SZ

天赐材料 换手率达

20% 2016-6-13 273763.52 0.88 29.21

000973.SZ

佛塑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6-6-17 259752.47 -6.03 31.02

600206.SH

有研新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6-13 256995.08 21.49 2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