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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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66.SZ

申万宏源

2017-07-07 5,028.32 740,287.13 1,265,373.4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575.SH

皖江物流

2017-07-06 26,296.73 269,826.33 120,984.6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94.SZ

比亚迪

2017-07-03 4,064.55 89,055.86 92,258.4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80.SZ

联络互动

2017-07-04 1,379.89 126,549.39 91,165.5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482.SH

中国动力

2017-07-07 38,456.15 91,594.15 82,324.9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966.SH

玲珑轮胎

2017-07-06 19,440.00 39,440.00 80,56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94.SZ

福安药业

2017-07-03 7,910.69 58,545.63 60,425.6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22.SZ

科大智能

2017-07-07 1,298.73 31,987.35 40,825.0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76.SZ

易事特

2017-07-07 130,793.60 199,834.96 30,548.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69.SZ

联建光电

2017-07-04 5,529.60 33,516.44 27,852.4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54.SZ

鼎龙股份

2017-07-03 6,276.20 70,054.21 26,058.1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05.SZ

南国置业

2017-07-05 16,319.15 148,955.02 24,466.5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27.SZ

新时达

2017-07-03 4,375.00 41,528.01 20,489.1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40.SZ

爱迪尔

2017-07-04 1,434.00 16,609.62 16,449.0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7-07-03 24,914.46 264,264.00 12,8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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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016.SH

新宏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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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65.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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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67.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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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27.SZ

一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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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77.SZ

久远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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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998.SH

九州通

2017-07-03 1,465.03 164,577.72 4,988.1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805.SZ

丰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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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69.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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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522.SZ

世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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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21.SZ

爱司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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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168.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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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380.SH

健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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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328.SH

依顿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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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87.SZ

富邦股份

2017-07-03 5,709.43 12,303.65 193.5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087.SZ

新野纺织

2017-07-06 14,110.84 81,564.39 115.0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93.SH

航发动力

2017-07-03 58,022.57 194,772.66 99.2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757.SZ

浩物股份

2017-07-03 8,528.79 45,161.96 0.1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369.SH

今世缘

2017-07-03 57,375.00 125,45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15.SH

东方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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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181.SZ

粤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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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982.SH

宁波热电

2017-07-03 7,080.00 74,693.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多

本周区间

3140-3200

点

本周热点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

本周焦点 白马蓝筹股

近7日沪深港通北向资金净买入（卖出）排行

深股通近30日资金流向（亿元）

沪股通近30日资金流向（亿元）

北上资金6月净买入逾221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2016年三季度以来，A股市

场行情分化加剧，龙马行情一枝

独秀。 近期随着A股被纳入

MSCI新兴市场指数， 投资者高

度关注沪深港通北上资金动态。

据Wind资讯数据，6月以来沪深

港通合计净买入221.2亿元，其

中6月21日A股被纳入MSCI之

后，短短8个交易日，沪深港通合

计净买入额为86.64亿元， 占当

月合计净买入额度的近40%。 A

股“入摩” 后国际化已成定局，

互联互通机制下，北上资金配置

比例增加，A股原有的 “游戏规

则”正在发生改变。

北上资金热情较高

A股被纳入MSCI之后，沪

深港通北上资金的热情仍然较

高。也就是6月21日至30日，沪股

通资金就净买入了32.39亿元，

占6月全月总金额64.70亿元的

50%，深股通同期净买入了54.25

亿元， 占 6月合计净买入额

156.50亿元的34.66%。 由此可

见，在A股被纳入MSCI之后，北

上资金的热情进一步激发，特别

是之前滞涨较为明显的沪市。

实际上，今年以来，北上资

金对沪市的热情明显低于深市。

Wind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沪股

通净买入251.89亿元，深股通资

金净买入713.02亿元。

不过短线北上资金出现一

定的获利回吐。 6月30日，沪股通

净卖出10.31亿元， 深股通净卖

出1.51亿元，由此上周合计，沪股

通的净买入额降低到19.29亿

元，低于深市的22.69亿元。

从个股成交来看，近7个交易

日， 北向资金净买入额最高的是

海康威视，达到27.13亿元，遥遥领

先，方正证券、伊利股份位居第二

名和第三名，分别获得9.74亿元和

5.44亿元的净买入额。 相对而言，

中信证券、格力电器、海螺水泥的

净卖出额位居前三位，分别为8.25

亿元、5.18亿元和5.12亿元。

回顾A股走势，在互联互通

机制下， 北上资金风格影响深

重。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

德伦指出，今年上半年外资作为

唯一确定的增量资金，引领A股

逐步转向关注基本面研究、行业

龙头公司等，白马龙头的价值重

估成为今年A股的焦点之一。

通过对北上资金每日买入

十大活跃个股进行统计，海通证

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指出，

今年以来买入金额前十大个股

占总金额的82%， 其中有9只为

“漂亮50” 个股， 占总金额的

71%。 去年以来A股“漂亮50”

的崛起，沪深股通北上资金起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

广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陈杰指出，增量外资有特定的风

格偏好，按照沪深股通资金的经

验，今年以来北上资金对A股蓝

筹白马股的市场表现起到了“推

波助澜” 的作用，引导蓝筹白马

股估值与国际接轨。 而以往备受

市场追捧的高估值、 中小市值

股、题材股则被抛弃，原有的高

估值溢价逐渐收敛，也体现出与

国际接轨的特征。

A股游戏规则渐变

长期影响方面，广发证券首

席策略分析师陈杰指出，A股开

放造成的最直接影响为外资参

与资金规模的扩容。 台股纳入

MSCI指数后， 外资持股市值占

比提升了近20%，交易额占比上

升了近30%。 可以预期的是，未

来会有更多的北上资金，对A股

原有的投资生态造成显著影响。

从近期路演反馈的情况来看，有

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关

心北上资金的投资风格和交易

模式， 跟去年下半年的险资类

似，今年以来的外资成为了当前

存量博弈市场中的一股不可忽

视的“增量” 边际力量。

王 德 伦 认 为 ，A 股 加 入

MSCI指数更加坚定了外资资金

对中国核心资产的配置，当前全

球资金对中国市场的配置远未

达到均衡。 随着更多海外投资者

加入到A股投资中，中期蓝筹股

的价值重估趋势不容小觑。 长期

看，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大势所

趋，将逐步改变A股投资格局。

华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戴康指出，A股成功纳入MSCI

增强 “以龙为首” 行情的持续

性，建议关注北向资金持续加仓

个股的投资机会。

对于近期中盘股表现较强、

龙马行情短线回吐的情况， 王德

伦认为， 中盘股有可能在大盘蓝

筹股和白马股的带动下出现补

涨，热点可能出现扩散，但即使二

线蓝筹股出现补涨， 其涨幅和赚

钱效应均将会弱于一线蓝筹股、

白马股。这一轮蓝筹股的上涨，一

个重要逻辑是行业集中化下龙头

股盈利能力的提升。 无论从企业

盈利还是股价来看， 一线龙头都

将强者恒强， 短期滞涨难改其长

期趋势。 因此， 虽然随着热点扩

散，二线白马股有可能出现补涨，

但首推依然是一线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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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

-0.25

10 000001.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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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关注沪深港通北上资金动态。

据Wind资讯数据，6月以来沪深

港通合计净买入221.2亿元，其

中6月21日A股被纳入MSCI之

后，短短8个交易日，沪深港通合

计净买入额为86.64亿元， 占当

月合计净买入额度的近40%。 A

股“入摩” 后国际化已成定局，

互联互通机制下，北上资金配置

比例增加，A股原有的 “游戏规

则”正在发生改变。

北上资金热情较高

A股被纳入MSCI之后，沪

深港通北上资金的热情仍然较

高。也就是6月21日至30日，沪股

通资金就净买入了32.39亿元，

占6月全月总金额64.70亿元的

50%，深股通同期净买入了54.25

亿元， 占 6月合计净买入额

156.50亿元的34.66%。 由此可

见，在A股被纳入MSCI之后，北

上资金的热情进一步激发，特别

是之前滞涨较为明显的沪市。

实际上，今年以来，北上资

金对沪市的热情明显低于深市。

Wind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沪股

通净买入251.89亿元，深股通资

金净买入713.02亿元。

不过短线北上资金出现一

定的获利回吐。 6月30日，沪股通

净卖出10.31亿元， 深股通净卖

出1.51亿元，由此上周合计，沪股

通的净买入额降低到19.29亿

元，低于深市的22.69亿元。

从个股成交来看，近7个交易

日， 北向资金净买入额最高的是

海康威视，达到27.13亿元，遥遥领

先，方正证券、伊利股份位居第二

名和第三名，分别获得9.74亿元和

5.44亿元的净买入额。 相对而言，

中信证券、格力电器、海螺水泥的

净卖出额位居前三位，分别为8.25

亿元、5.18亿元和5.12亿元。

回顾A股走势，在互联互通

机制下， 北上资金风格影响深

重。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

德伦指出，今年上半年外资作为

唯一确定的增量资金，引领A股

逐步转向关注基本面研究、行业

龙头公司等，白马龙头的价值重

估成为今年A股的焦点之一。

通过对北上资金每日买入

十大活跃个股进行统计，海通证

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指出，

今年以来买入金额前十大个股

占总金额的82%， 其中有9只为

“漂亮50” 个股， 占总金额的

71%。 去年以来A股“漂亮50”

的崛起，沪深股通北上资金起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

广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陈杰指出，增量外资有特定的风

格偏好，按照沪深股通资金的经

验，今年以来北上资金对A股蓝

筹白马股的市场表现起到了“推

波助澜” 的作用，引导蓝筹白马

股估值与国际接轨。 而以往备受

市场追捧的高估值、 中小市值

股、题材股则被抛弃，原有的高

估值溢价逐渐收敛，也体现出与

国际接轨的特征。

A股游戏规则渐变

长期影响方面，广发证券首

席策略分析师陈杰指出，A股开

放造成的最直接影响为外资参

与资金规模的扩容。 台股纳入

MSCI指数后， 外资持股市值占

比提升了近20%，交易额占比上

升了近30%。 可以预期的是，未

来会有更多的北上资金，对A股

原有的投资生态造成显著影响。

从近期路演反馈的情况来看，有

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关

心北上资金的投资风格和交易

模式， 跟去年下半年的险资类

似，今年以来的外资成为了当前

存量博弈市场中的一股不可忽

视的“增量” 边际力量。

王 德 伦 认 为 ，A 股 加 入

MSCI指数更加坚定了外资资金

对中国核心资产的配置，当前全

球资金对中国市场的配置远未

达到均衡。 随着更多海外投资者

加入到A股投资中，中期蓝筹股

的价值重估趋势不容小觑。 长期

看，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大势所

趋，将逐步改变A股投资格局。

华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戴康指出，A股成功纳入MSCI

增强 “以龙为首” 行情的持续

性，建议关注北向资金持续加仓

个股的投资机会。

对于近期中盘股表现较强、

龙马行情短线回吐的情况， 王德

伦认为， 中盘股有可能在大盘蓝

筹股和白马股的带动下出现补

涨，热点可能出现扩散，但即使二

线蓝筹股出现补涨， 其涨幅和赚

钱效应均将会弱于一线蓝筹股、

白马股。这一轮蓝筹股的上涨，一

个重要逻辑是行业集中化下龙头

股盈利能力的提升。 无论从企业

盈利还是股价来看， 一线龙头都

将强者恒强， 短期滞涨难改其长

期趋势。 因此， 虽然随着热点扩

散，二线白马股有可能出现补涨，

但首推依然是一线龙头。

深股通近30日资金流向（亿元）

北上资金6月净买入逾221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2016年三季度以来，A股市

场行情分化加剧，龙马行情一枝

独秀。 近期随着A股被纳入

MSCI新兴市场指数， 投资者高

度关注沪深港通北上资金动态。

据Wind资讯数据，6月以来沪深

港通合计净买入221.2亿元，其

中6月21日A股被纳入MSCI之

后，短短8个交易日，沪深港通合

计净买入额为86.64亿元， 占当

月合计净买入额度的近40%。 A

股“入摩” 后国际化已成定局，

互联互通机制下，北上资金配置

比例增加，A股原有的 “游戏规

则”正在发生改变。

北上资金热情较高

A股被纳入MSCI之后，沪

深港通北上资金的热情仍然较

高。也就是6月21日至30日，沪股

通资金就净买入了32.39亿元，

占6月全月总金额64.70亿元的

50%，深股通同期净买入了54.25

亿元， 占 6月合计净买入额

156.50亿元的34.66%。 由此可

见，在A股被纳入MSCI之后，北

上资金的热情进一步激发，特别

是之前滞涨较为明显的沪市。

实际上，今年以来，北上资

金对沪市的热情明显低于深市。

Wind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沪股

通净买入251.89亿元，深股通资

金净买入713.02亿元。

不过短线北上资金出现一

定的获利回吐。 6月30日，沪股通

净卖出10.31亿元， 深股通净卖

出1.51亿元，由此上周合计，沪股

通的净买入额降低到19.29亿

元，低于深市的22.69亿元。

从个股成交来看，近7个交易

日， 北向资金净买入额最高的是

海康威视，达到27.13亿元，遥遥领

先，方正证券、伊利股份位居第二

名和第三名，分别获得9.74亿元和

5.44亿元的净买入额。 相对而言，

中信证券、格力电器、海螺水泥的

净卖出额位居前三位，分别为8.25

亿元、5.18亿元和5.12亿元。

回顾A股走势，在互联互通

机制下， 北上资金风格影响深

重。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

德伦指出，今年上半年外资作为

唯一确定的增量资金，引领A股

逐步转向关注基本面研究、行业

龙头公司等，白马龙头的价值重

估成为今年A股的焦点之一。

通过对北上资金每日买入

十大活跃个股进行统计，海通证

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指出，

今年以来买入金额前十大个股

占总金额的82%， 其中有9只为

“漂亮50” 个股， 占总金额的

71%。 去年以来A股“漂亮50”

的崛起，沪深股通北上资金起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

广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陈杰指出，增量外资有特定的风

格偏好，按照沪深股通资金的经

验，今年以来北上资金对A股蓝

筹白马股的市场表现起到了“推

波助澜” 的作用，引导蓝筹白马

股估值与国际接轨。 而以往备受

市场追捧的高估值、 中小市值

股、题材股则被抛弃，原有的高

估值溢价逐渐收敛，也体现出与

国际接轨的特征。

A股游戏规则渐变

长期影响方面，广发证券首

席策略分析师陈杰指出，A股开

放造成的最直接影响为外资参

与资金规模的扩容。 台股纳入

MSCI指数后， 外资持股市值占

比提升了近20%，交易额占比上

升了近30%。 可以预期的是，未

来会有更多的北上资金，对A股

原有的投资生态造成显著影响。

从近期路演反馈的情况来看，有

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关

心北上资金的投资风格和交易

模式， 跟去年下半年的险资类

似，今年以来的外资成为了当前

存量博弈市场中的一股不可忽

视的“增量” 边际力量。

王 德 伦 认 为 ，A 股 加 入

MSCI指数更加坚定了外资资金

对中国核心资产的配置，当前全

球资金对中国市场的配置远未

达到均衡。 随着更多海外投资者

加入到A股投资中，中期蓝筹股

的价值重估趋势不容小觑。 长期

看，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大势所

趋，将逐步改变A股投资格局。

华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戴康指出，A股成功纳入MSCI

增强 “以龙为首” 行情的持续

性，建议关注北向资金持续加仓

个股的投资机会。

对于近期中盘股表现较强、

龙马行情短线回吐的情况， 王德

伦认为， 中盘股有可能在大盘蓝

筹股和白马股的带动下出现补

涨，热点可能出现扩散，但即使二

线蓝筹股出现补涨， 其涨幅和赚

钱效应均将会弱于一线蓝筹股、

白马股。这一轮蓝筹股的上涨，一

个重要逻辑是行业集中化下龙头

股盈利能力的提升。 无论从企业

盈利还是股价来看， 一线龙头都

将强者恒强， 短期滞涨难改其长

期趋势。 因此， 虽然随着热点扩

散，二线白马股有可能出现补涨，

但首推依然是一线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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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熊数字化）突破前期高点中小板指周涨1.8%

对于已经悄然而逝的六月行情来说，市场参与者一度较为紧张，主要是担心钱荒重现A股承压。但在央行持续注入流动性的背景下，不仅钱荒未现，月末上海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利率更持续回落。如此就激发了存量资金持股的底气，A股平稳渡过预期中资金紧张的六月行情。

包括一线蓝筹股以及各细分行业的龙头股作出了巨大贡献。贵州茅台、工商银行等一线蓝筹股一直运行在上升通道中，蓝筹股行情也有所拓展，从一线蓝筹股向细分行业的龙头品种扩张，海康威视、深天马等细分产业的龙头股也相继出现清晰的上升通道。受此牵引，主要指数相继走高，上证50指数已有牛市征兆，而沪深300指数、中证500指数、中小板指也有突破有望再展牛市雄风的态势。

其中，中小板指的走势更是意味深长。该指数不像上证50指数那么清晰流畅的走出上升通道，而是在上半年出现了宽幅震荡、大起大落的走势，说明市场参与者对中小板指的走势先有分歧，后渐趋看好。先有分歧，主要是因为一线蓝筹股的崛起，使得市场主流资金全面扑向大市值品种，导致中小板指一度急跌。但市场参与者后来发现细分产业龙头股同样有着较高的投资价值，又纷纷回补，使得中小板指再度走强，在上周更是大涨1.8%，已有突破前期高点再创新高的强势行情。

担忧情绪抬头房地产指数4连阴

虽然上周初，万科A出现了大幅拉升的态势，驱动着房地产指数出现强劲有力的回升态势。但由于市场参与者对房地产行业的后续变化有着一定的分歧，谨慎者认为房地产后续调控力度仍然不会放松，甚至有进一步收紧的态势。

所以市场参与者担忧当前的房地产交易萎缩的趋势可能进一步延续。前期，由于降杠杆，房地产信贷迅速收紧，延长交易时间，也使得房地产流动性大大降低，所以目前一线城市的地产销售，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均处于萎缩的状态。2017年、2018年房地产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会迅速放缓，甚至有降低的可能性。这对于地产股的中短线走势来说，的确有一定的压抑。所以，市场参与者不敢轻易加仓，导致了房地产指数在上周出现了四连阴的K线形态。

就中期趋势来说，当前房地产行业出现了新一轮拍地浪潮，大量的新房有望在后续一、两年内入市，从而会放大市场的供给，这对未来的房地产价格产生一定的抑制预期。毕竟地产供给一旦加大，在房地产信贷政策收紧的背景下，需求可能不会一下释放，如此就会使得地产市场出现供给多、需求谨慎的态势，地产价格自然难以像前些年那样涨势如虹，这也会影响到房地产上市公司的业绩演绎趋势。所以，地产股在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尚难有大作为。

产业链新先锋锂电池指数涨1.62%

由于补贴减少，今年以来的新能源动力汽车销售低于预期，导致了前期新能源产业链个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疲软态势。但新能源动力汽车依然是目前成长性较为确定的产业之一。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多煤少油，发展新能源动力汽车，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有利于我国能源安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能源动力汽车的技术水平，全球各国差别并不像汽车发动机领域那样大，所以大力发展新能源动力汽车有望迅速提升我国新能源动力汽车乃至整个汽车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实现弯道超市，强化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因此，业内人士仍然对我国未来新能源动力汽车发展政策有着积极乐观的

预期。

资金近期加大了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的布局力度，先是钴、锂等新能源动力汽车电池材料领域出现了领涨的态势，上周则是锂电池领域领涨，锂电池指数大涨1.62%，成为新的涨升先锋。

由于锂电池所代表的储能技术的发展，不仅利于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发展，还有利于我国电力运输、储存。比如锂电池技术进一步升级，可以充当调峰用的储能器，即在晚上用电低谷期，通过锂电池蓄能。在白天用电高峰期，晚上蓄积的能量可以释放出来，如此就有利于电网的安全，也有利于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发展。因此，未来无论是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发展还是储能技术的提升，对锂电池产业链个股均是较大驱动，可以积极跟踪。

犹豫中前行上证指数有望站上3200点

近两年，无论是股市走势的预期，还是央行在流动性方面的调控，都具有一定的逆周期特征。也就是说，当市场参与者较为一致预期资金紧张时，央行就会引导流动性趋于宽松预期，6月资金面演绎趋势就佐证了这一点。但当市场参与者一致预期A股要突破之际，预期则会出现打压论调，去年底、今年初上证指数要突破3300点之际就是如此。

有业内人士推测，目前无论是资金面还是A股市场主要指数渐趋乐观之际，会出现逆周期的可能性。比如在资金面方面，6月是投入流动性，引导着资金面并不紧张的预期。但7月，资金面开始宽松之际，会不会回收流动性，引导着资金利率回升。再比如在市场走势方面，得益于成分股的走高，主要指数相继有突破的态势。此时会不会在预期层面，再度出现打压的论调呢？这些担忧，可能会抑制7月行情的演绎。

这种推测固然有着一定的逻辑推理。但赚钱效应使得价值型投资已深入人心，所以市场参与者对蓝筹股的持股底气是充足的。即便流动性出现一定的压力，也难以改变相关成分股已经形成的上升趋势。更何况，从二季度以来，市场倾向于相对祥和的氛围为主基调，这自然包括流动性不要过于紧张，否则不仅仅股市会承担一定的压力，而且还会波及到实体经济。因此，不会再出现大力度的逆周期调控的导向。

综上所述，七月行情的确值得期待，上证指数有望站上3200点。在操作中，可以适量加大仓位。包括新股中的细分产业龙头品种、产品价格上涨主线等。（金百临资讯秦洪执业证书编号A1210612020001）

突破前期高点 中小板指周涨

1.8%

对于已经悄然而逝的六月

行情来说， 市场参与者一度较

为紧张， 主要是担心钱荒重现

A股承压。 但在央行持续注入

流动性的背景下， 不仅钱荒未

现， 月末上海同业拆借市场的

资金利率更持续回落。 如此就

激发了存量资金持股的底气，

A股平稳度过预期中资金紧张

的六月行情。

包括一线蓝筹股以及各细

分行业的龙头股作出了巨大

贡献。 贵州茅台、工商银行等

一线蓝筹股一直运行在上升

通道中，蓝筹股行情也有所拓

展，从一线蓝筹股向细分行业

的龙头品种扩张， 海康威视、

深天马等细分产业的龙头股

也相继出现清晰的上升通道。

受此牵引， 主要指数相继走

高， 上证50指数已有牛市征

兆，而沪深300指数、中证500

指数、中小板指也有突破有望

再展牛市雄风的态势。

其中， 中小板指的走势更

是意味深长。 该指数不像上证

50指数那么清晰流畅的走出

上升通道，而是在上半年出现

了宽幅震荡 、 大起大落的走

势，说明市场参与者对中小板

指的走势先有分歧，后渐趋看

好。 先有分歧，主要是因为一

线蓝筹股的崛起，使得市场主

流资金全面扑向大市值品种，

导致中小板指一度急跌。 但市

场参与者后来发现细分产业

龙头股同样有着较高的投资

价值，又纷纷回补 ，使得中小

板指再度走强，在上周更是大

涨1.8%，已有突破前期高点再

创新高的强势行情。

担忧情绪抬头 房地产指数

4

连阴

虽然上周初，万科A出现了大

幅拉升的态势，驱动着房地产指数

出现强劲有力的回升态势。但由于

市场参与者对房地产行业的后续

变化有着一定的分歧，谨慎者认为

房地产后续调控力度仍然不会放

松，甚至有进一步收紧的态势。

所以市场参与者担忧当前的

房地产交易萎缩的趋势可能进一

步延续。前期，由于降杠杆，房地产

信贷迅速收紧， 延长交易时间，也

使得房地产流动性大大降低，所以

目前一线城市的地产销售，无论是

新房还是二手房均处于萎缩的状

态。2017年、2018年房地产上市公

司的业绩增速会迅速放缓，甚至有

降低的可能性。这对于地产股的中

短线走势来说， 的确有一定的压

抑。 所以，市场参与者不敢轻易加

仓，导致了房地产指数在上周出现

了四连阴的K线形态。

就中期趋势来说，当前房地

产行业出现了新一轮拍地浪潮，

大量的新房有望在后续一、两年

内入市， 从而会放大市场的供

给，这对未来的房地产价格产生

一定的抑制预期。 毕竟地产供给

一旦加大，在房地产信贷政策收

紧的背景下，需求可能不会一下

释放，如此就会使得地产市场出

现供给多、 需求谨慎的态势，地

产价格自然难以像前些年那样

涨势如虹，这也会影响到房地产

上市公司的业绩演绎趋势。 所

以，地产股在未来一段较长时间

内尚难有大作为。

产业链新先锋 锂电池指数涨

1.62%

由于补贴减少， 今年以来的

新能源动力汽车销售低于预期，

导致了前期新能源产业链个股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疲软态势。 但新

能源动力汽车依然是目前成长性

较为确定的产业之一。 一方面是

因为我国多煤少油， 发展新能源

动力汽车，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有

利于我国能源安全； 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新能源动力汽车的技术水

平， 全球各国差别并不像汽车发

动机领域那样大， 所以大力发展

新能源动力汽车有望迅速提升我

国新能源动力汽车乃至整个汽车

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实现弯道超

车，强化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因

此， 业内人士仍然对我国未来新

能源动力汽车发展政策有着积极

乐观的预期。

资金近期加大了新能源动

力汽车产业链的布局力度，先

是钴、 锂等新能源动力汽车电

池材料领域出现了领涨的态

势，上周则是锂电池领域领涨，

锂电池指数大涨1.62%，成为新

的涨升先锋。

由于锂电池所代表的储能

技术的发展，不仅利于新能源动

力汽车的发展，还有利于我国电

力运输、储存。 比如锂电池技术

进一步升级，可以充当调峰用的

储能器， 即在晚上用电低谷期，

通过锂电池蓄能。 在白天用电高

峰期，晚上蓄积的能量可以释放

出来， 如此就有利于电网的安

全，也有利于风电、太阳能等新

能源、清洁能源的发展。 因此，未

来无论是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发

展还是储能技术的提升，对锂电

池产业链个股均是较大驱动，可

以积极跟踪。

犹豫中前行 上证指数有望站上

3200

点

近两年， 无论是股市走势的

预期， 还是央行在流动性方面的

调控，都具有一定的逆周期特征。

也就是说， 当市场参与者较为一

致预期资金紧张时， 央行就会引

导流动性趋于宽松预期，6月资金

面演绎趋势就佐证了这一点。 但

当市场参与者一致预期A股要突

破之际，预期则会出现打压论调，

去年底、 今年初上证指数要突破

3300点之际就是如此。

有业内人士推测，目前无论

是资金面还是A股市场主要指数

渐趋乐观之际，会出现逆周期的

可能性。 比如在资金面方面，6月

是投入流动性，引导着资金面并

不紧张的预期。 但7月，资金面开

始宽松之际， 会不会回收流动

性，引导着资金利率回升。 再比

如在市场走势方面，得益于成分

股的走高，主要指数相继有突破

的态势。 此时会不会在预期层

面，再度出现打压的论调呢？ 这

些担忧， 可能会抑制7月行情的

演绎。

这种推测固然有着一定的

逻辑推理。 但赚钱效应使得价值

型投资已深入人心，所以市场参

与者对蓝筹股的持股底气是充

足的。 即便流动性出现一定的压

力，也难以改变相关成分股已经

形成的上升趋势。 更何况，从二

季度以来，市场倾向于相对祥和

的氛围为主基调，这自然包括流

动性不要过于紧张，否则不仅仅

股市会承担一定的压力，而且还

会波及到实体经济。 因此，不会

再出现大力度的逆周期调控的

导向。

综上所述，七月行情的确值

得期待，上证指数有望站上3200

点。 在操作中，可以适量加大仓

位。 包括新股中的细分产业龙头

品种、产品价格上涨主线等。 （金

百临资讯 秦洪 执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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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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元）

折价率

(%)

当日收盘价

（元）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0741.SH

华域汽车

2017-06-27 23.62 -3.04 24.29 2,264.02 53,476.07

600340.SH

华夏幸福

2017-06-29 34.00 0.18 34.00 1,159.54 39,424.22

002027.SZ

分众传媒

2017-06-29 12.63 -7.34 13.54 3,010.16 38,018.32

300003.SZ

乐普医疗

2017-06-29 21.40 0.94 22.01 1,695.00 36,273.00

002493.SZ

荣盛石化

2017-06-27 9.30 -2.11 9.62 3,816.00 35,488.80

600703.SH

三安光电

2017-06-30 18.72 -6.35 19.70 1,760.00 32,947.20

300244.SZ

迪安诊断

2017-06-30 31.39 0.00 31.46 832.06 26,118.30

002203.SZ

海亮股份

2017-06-29 7.46 -6.98 8.06 3,350.00 24,991.00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7-06-30 7.49 -9.98 8.16 2,937.13 21,999.08

002310.SZ

东方园林

2017-06-26 16.20 -5.04 17.45 1,300.00 21,060.00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7-06-26 7.96 -9.95 8.67 2,604.62 20,732.79

600109.SH

国金证券

2017-06-30 10.85 -7.82 11.72 1,875.00 20,343.71

300003.SZ

乐普医疗

2017-06-27 21.42 -0.42 21.42 875.00 18,742.50

600703.SH

三安光电

2017-06-29 18.99 -3.80 19.99 980.00 18,610.20

600703.SH

三安光电

2017-06-29 18.99 -3.80 19.99 920.00 17,470.80

601600.SH

中国铝业

2017-06-30 4.16 -8.97 4.52 4,122.15 17,148.15

600393.SH

粤泰股份

2017-06-29 7.00 -5.91 7.36 2,400.00 16,800.00

600393.SH

粤泰股份

2017-06-29 7.00 -5.91 7.36 2,400.00 16,800.00

002145.SZ

中核钛白

2017-06-28 5.90 -2.64 6.09 2,812.30 16,592.55

600340.SH

华夏幸福

2017-06-28 34.50 -0.72 33.94 472.00 16,284.00

000802.SZ

北京文化

2017-06-28 14.99 0.00 14.54 812.18 12,174.63

000766.SZ

通化金马

2017-06-29 16.16 -3.23 16.90 699.40 11,302.26

000612.SZ

焦作万方

2017-06-28 7.88 -1.99 8.04 1,366.66 10,769.27

600703.SH

三安光电

2017-06-30 18.72 -6.35 19.70 520.00 9,734.40

300176.SZ

鸿特精密

2017-06-27 62.38 -7.01 67.91 153.66 9,585.32

601588.SH

北辰实业

2017-06-28 6.16 -3.14 6.28 1,539.00 9,480.24

000407.SZ

胜利股份

2017-06-29 8.45 -9.91 9.57 1,060.00 8,957.00

300325.SZ

德威新材

2017-06-30 5.80 0.00 5.82 1,491.39 8,650.05

300244.SZ

迪安诊断

2017-06-27 31.62 0.00 32.46 270.00 8,537.40

300078.SZ

思创医惠

2017-06-27 10.51 -10.02 11.39 787.50 8,276.63

300078.SZ

思创医惠

2017-06-27 10.51 -10.02 11.39 787.50 8,276.63

300008.SZ

天海防务

2017-06-29 7.46 -9.90 8.36 1,080.00 8,056.80

600703.SH

三安光电

2017-06-30 18.72 -6.35 19.70 430.00 8,049.60

000916.SZ

华北高速

2017-06-28 4.64 -4.33 5.34 1,687.97 7,832.20

600340.SH

华夏幸福

2017-06-27 31.85 -9.00 34.75 244.99 7,802.96

300245.SZ

天玑科技

2017-06-28 13.65 -4.01 14.00 543.00 7,411.95

002402.SZ

和而泰

2017-06-27 9.79 0.00 9.79 690.00 6,755.10

002647.SZ

民盛金科

2017-06-27 37.00 -4.15 38.85 181.00 6,697.00

002647.SZ

民盛金科

2017-06-27 37.00 -4.15 38.85 178.00 6,586.00

600435.SH

北方导航

2017-06-26 14.19 0.57 14.19 443.97 6,300.00

002583.SZ

海能达

2017-06-26 15.49 -0.45 15.81 400.00 6,196.00

600715.SH

文投控股

2017-06-28 22.20 -1.86 22.63 270.00 5,994.00

600638.SH

新黄浦

2017-06-26 14.30 -9.72 16.19 409.27 5,852.53

600638.SH

新黄浦

2017-06-28 15.23 -6.39 16.03 378.48 5,764.27

002647.SZ

民盛金科

2017-06-27 34.75 -9.97 38.85 162.00 5,629.50

600512.SH

腾达建设

2017-06-28 4.83 -2.23 4.90 1,164.60 5,625.02

000518.SZ

四环生物

2017-06-29 6.75 -9.40 7.63 810.00 5,467.50

600715.SH

文投控股

2017-06-27 22.10 -2.34 22.62 230.00 5,0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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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2.SZ

万科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22 886,423.40 25.86 3.79

000002.SZ

万科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26 439,620.97 10.01 1.76

000507.SZ

珠海港 换手率达

20% 2017-06-27 224,721.57 4.58 21.61

002302.SZ

西部建设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28 221,177.72 10.02 9.76

603133.SH

碳元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23 217,195.67 25.56 133.64

000581.SZ

威孚高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26 215,463.08 9.99 9.79

300035.SZ

中科电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23 198,778.58 28.80 64.30

000856.SZ

冀东装备 换手率达

20% 2017-06-29 196,584.86 5.52 24.46

000600.SZ

建投能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26 182,309.58 -6.17 12.07

603958.SH

哈森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22 173,067.02 -18.82 111.27

603326.SH

我乐家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28 157,949.74 25.82 159.46

002880.SZ

卫光生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27 135,642.80 21.00 65.33

002880.SZ

卫光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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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6-28 133,754.75 10.00 64.34

002880.SZ

卫光生物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28 133,754.75 10.00 64.34

002880.SZ

卫光生物 换手率达

20% 2017-06-28 133,754.75 10.00 64.34

002061.SZ

江山化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26 129,558.57 24.22 29.28

000877.SZ

天山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28 123,306.94 6.57 10.78

000025.SZ

特力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28 113,023.52 10.00 11.37

002880.SZ

卫光生物 换手率达

20% 2017-06-29 100,043.28 0.93 47.29

603133.SH

碳元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7-06-27 89,441.99 3.74 52.20

300662.SZ

科锐国际 换手率达

20% 2017-06-27 86,006.54 10.01 68.46

300662.SZ

科锐国际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27 86,006.54 10.01 68.46

300035.SZ

中科电气 换手率达

20% 2017-06-28 79,881.63 -2.47 24.79

002113.SZ

天润数娱 振幅值达

15% 2017-06-27 79,868.91 9.10 10.34

603316.SH

诚邦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7-06-30 75,521.07 1.00 71.22

603316.SH

诚邦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28 74,736.10 20.98 71.32

300662.SZ

科锐国际 换手率达

20% 2017-06-26 73,879.09 0.58 60.21

002148.SZ

北纬通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27 71,856.20 9.98 15.67

603316.SH

诚邦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7-06-29 71,793.44 9.98 68.29

600209.SH

罗顿发展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30 67,303.98 10.02 11.72

603197.SH

保隆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7-06-26 67,079.49 4.13 42.17

002880.SZ

卫光生物 换手率达

20% 2017-06-30 66,533.67 -3.27 31.99

300344.SZ

太空板业 换手率达

20% 2017-06-29 65,702.29 2.79 24.32

603380.SH

易德龙 换手率达

20% 2017-06-30 61,991.43 10.01 58.12

300662.SZ

科锐国际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28 61,395.26 -10.01 52.04

300662.SZ

科锐国际 换手率达

20% 2017-06-28 61,395.26 -10.01 52.04

603326.SH

我乐家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22 60,600.27 25.59 63.82

300035.SZ

中科电气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26 58,445.46 10.00 19.30

002346.SZ

柘中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7-06-28 58,203.49 2.92 25.62

300506.SZ

名家汇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28 57,703.09 6.90 14.88

603879.SH

永悦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7-06-30 57,220.82 6.60 69.33

603879.SH

永悦科技 振幅值达

15% 2017-06-30 57,220.82 6.60 69.33

002346.SZ

柘中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7-06-26 56,490.56 -0.75 25.18

603326.SH

我乐家居 换手率达

20% 2017-06-26 56,178.73 3.80 58.94

603879.SH

永悦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7-06-27 55,314.18 8.26 69.32

002339.SZ

积成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22 55,159.60 -22.90 13.41

300522.SZ

世名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7-06-26 54,591.38 -2.54 46.82

603326.SH

我乐家居 振幅值达

15% 2017-06-29 54,373.96 9.99 56.82

■ 券商论道

月初反弹有望持续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震荡，平

稳渡过资金“中考”时点，并站稳

120日半年线上方。 随着资金面

回暖，投资者预期稳定，加上技术

形态构筑平缓上升通道，7月初A

股大盘有望持续反弹， 向上一缺

口即3230点-3239点靠拢。

首先，上周市场经受住了季

末银行揽存等资金面的考验，表

现相对稳定，向上突破并站稳在

半年线上方， 呈现温和整理、蓄

势待发态势。 从盘口看，绩优蓝

筹仍是主旋律，对投资情绪有较

好的引导作用， 这为7月份市场

向上拓展奠定良好基础。

其次，虽然A股市场始终缺

乏增量资金介入，存量资金也在

跑冒滴漏， 但随着季末时点过

去，市场总体资金面有望得到改

善。 一旦有证据表明有增量资金

流入，就会引发连锁效应。

再次，7月中旬将公布上半

年GDP增速等一系列宏观经济

数据，GDP有望持续保持一季度

6.9%左右的增速，稳中向好。 同

时，7月中旬起将陆续披露上市

公司半年报， 根据以往前高后

低、先好后差的基本规律，7月份

的半年报仍有看点，或可激发部

分成长股热点和绩优股行情。

最后，技术上，目前上证指

数已经构筑缓慢上升通道，虽然

受制于存量资金有限，成交量有

所滞后，但K线温和上扬、结构良

好，并已成功突破3125点-3173

点的均线密集区间，呈有效突破

的态势。 短线3193点-3196点缺

口有望在周一被封闭，而后大盘

继续震荡盘升，跨过3200点后向

四月中旬的上一个缺口即3230

点-3239点靠拢，另外3250点还

有一个技术阻力，或将成为下一

多空争夺的关口。 不过，如果成

交量始终放不出，那么上行空间

也会相对有限，投资者应关注震

荡行情中的结构性机会，围绕中

报，挖掘被低估、高成长、又超跌

的品种，适量参与。

五穷六未绝 拥抱“七翻身”

□东吴证券 邓文渊

6月收官周市场震荡盘升，

各指数强度迥异，中小板强于沪

深300指数强于沪指。其中，沪指

低开高走，周线实现两连阳且不

断创新高，中证1000指数大幅补

涨，显示市场热点的扩散正在使

更多个股受益，只是创业板指数

受制于权重股的低迷而继续表

现 萎 靡 。 但 随 着 沪 指 迫 近

“4.19” 缺口，反弹步伐渐趋滞

重，量能亦无法有效放大，市场

上行压力渐大，短期操作不宜激

进， 防止破坏博弈心态和节奏，

逢低把握结构性机会为主。

资金面顺利过渡，市场风险偏

好度及情绪逐次改善，尤其是最新

经济数据高于市场预期，缓解了投

资者担忧预期， 间接给市场减压。

但市场信心的恢复是渐进式的，需

借助个股活跃度、赚钱效应的提升

才能进一步改善。 市场螺旋式的震

荡盘升值得期待，然而量变到质变

无法一蹴而就， 在量能明显放大

前，行业龙头享受“王者荣耀”的

溢价和低位中小市值股的轮动轮

涨， 仍将会是近阶段的主旋律，而

落实在指数上就是波折难免。

月线三连阴后的收阳击碎

“六绝”魔咒，也为下阶段行情打

下基础，“七翻身”行情值得憧憬。

尽管轮涨后累积的获利盘需要消

化，但市场多空角力下的波动实属

正常，扰动难以改变节奏趋势。 操

作上轻指数、控仓位、精选股，标的

选择上注意调整持仓结构，以绩优

和超跌属性为首选，适度把握存量

博弈下的结构性机会，对高涨幅股

适度止盈，并不过度追高。

热点轮动加速 警惕指数冲高回落

□西部证券 王璐

上周市场震荡走高，沪指盘

中创出反弹新高3193点。本周是

7月第一个交易周， 市场所处的

内外围环境均较为平稳，资金对

流动性紧张担忧也有所缓解，短

线指数有望继续向上挑战缺口

压制，但量能能否有效释放将决

定突破的有效性。

回顾上周市场表现，从周初

地产股的快速拉抬，到煤炭、有色

尽数的活跃， 以及后续餐饮旅游

等二、三线品种的走强，资金关注

重点基本围绕着利好以及白马蓝

筹这两条主线展开。而锂电池、特

斯拉等题材股虽一度有所表现，

但持续性较为欠缺且热点范围难

以有效铺开， 可见现阶段资金对

中小创品种的参与仍多以短线炒

作为主。诚然，在我国宏观经济再

度回稳、 大宗商品价格走强等因

素提振下， 强周期品种确实存在

活跃的要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上周的反弹过程中， 个股分化特

征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 热点

的加速轮动和量能未能有效跟

进， 也表明目前场外增量资金驰

援意愿有限， 场内资金持股意愿

不足， 这加大了做多合力聚集和

发力的难度， 不利于指数趋势性

行情的展开。同时，在增量资金有

限的背景下， 权重蓝筹的走强难

免会对其他品种形成资金挤出效

应，导致市场赚钱效应不足。加之

部分白马股已积累了较高涨幅，

其后续获利回吐的过程无疑也将

加剧指数的波动。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周

初站上半年线后随即展开强势整

理，日线级别均线系统已有多头排

列迹象，加之指数尾盘小幅放量上

扬，30分钟等小级别分时图技术

形态偏强，短线市场存在挑战上档

缺口的要求。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指数运行中两市量能持续呈现萎

缩态势， 量价背离的不时出现，给

指数反弹的持续性留下了隐患。本

周指数能否有效回补上档缺口，仍

需要量能的快速释放予以确认。因

此在后续操作上，投资者还需警惕

指数冲高回落的风险，可逢低关注

国改、高端制造等领域中的低估值

优质股以及成长性确定的新兴产

业品种，但对于高涨幅、高估值个

股还需保持规避。

本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多

本周区间

3160-3220

点

本周热点

TMT

、

MSCI

样本股

本周焦点 中小盘股

本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3160-3220

点

本周热点 中报预期成长

本周焦点 资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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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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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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