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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投资

上证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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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成指

0.04%

创业板指

0.45%

0.27%

0.10%

收盘 3172.10 点
成交 2200.98 亿元

沪深 300

收盘 10359.09 点
成交 2448.19 亿元

收盘 1850.39 点
成交 598.98 亿元

收盘 3461.55 点
成交 1339.7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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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生物制药
酿酒行业
船舶制造
仪器仪表

房地产
机械行业
金融行业
化工行业

19.20 亿元
9.64 亿元
1.85 亿元
1.46 亿元

-19.12 亿元
-15.23 亿元
-12.40 亿元
-11.97 亿元

3150 点支撑确认有效
基本面背景

1、截至 4月 19日，沪深两市共有
2000家上市公司发布 2016年年报，合
计实现净利润 23021.4亿元，同比增长
4.2%。其中，1413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同
比增长，占比逾 7成。业绩增长最明显
的是周期性行业。
2、周三股市剧烈震荡，个股跌多涨
少，共有 20多只个股跌停，还有 100多
只个股跌幅超过 5%。“温州帮”概念股
遭到重挫，多只个股出现连续“一”字跌
停，有 29只个股 8天累计下跌超过
20%。
机构看市

沪深股指昨日小幅低开，午后曾经
出现一波跳水行情，好在反弹及时，最
终均以上涨报收。上证综指连续 2日
收出较长下影线。临近收盘，券商股回
稳，一带一路走强，白酒、医药等白马
板块联袂走强，雄安概念股则大面积
调整。
广州万隆：昨日 A股超跌反弹。临
近尾盘，权重股曾发动一波凌厉的拉
升，带动各大指数跌幅迅速收窄，最终
均以红盘报收。热点方面，在白马股短
线让贤、超跌股临时上位之前，沪深股
市要想真正企稳，后市仍要打几个硬
■直击 IPO

仗。上证综指再次确认 3150点支撑的
有效性，短线有望筑底。
巨丰投顾：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A
股市场的恐慌情绪蔓延。引领春节后行
情的“炒地图”和“次新股”均已倒下，目
前仅有酿酒、医药、家电等防御板块和
中字头股票具有护盘的力量。短线大盘
调整压力犹存，但投资者仍可高抛低吸，
重回价值投资之路。
中方信富：上证综指昨日走出“双针
探底”走势，后市反弹有待量能和热点的
跟进。建议继续密切留意市场量能变化，
酌情把握个股波段机会，耐心等待放量
反弹的来临。目前上证综指的技术性支
撑位于 3130点至 3150点区间，压力位
于 3210点至 3230点附近。
华讯投资：短线破位下行，引发昨日
的反弹，属于向下突破后的技术性反抽。
按照 3200点的颈线位来判断，确认
3200点将是正常的反抽高空。同时，上
证综指还面临半年线及跳空缺口回补
的压力，调整要求更加明显。
源达投顾： 上证综指昨日收出一根
缩量的“倒锤线”，结束了连续收阴的杀
跌趋势，极度恐慌的市场情绪也得到一
定的缓解，短线企稳反弹的迹象明显。
盘中，一带一路板块股集体发力，帮助
股指反弹收红。一带一路概念股的投资
价值凸显，仍值得逢低关注，但要控制
好仓位。

今日出场：黎明

■操盘手日志
证券名称
成交
异动
开盘
异动

盘
中
大
单
及
价
格
异
动

收盘
异动

*600993马应龙
*600161天坛生物
000582北部湾港
*000513丽珠集团●
*601992金隅股份
*600008首创股份
300137先河环保
*000615京汉股份
*000856冀东装备
600765中航重机
601126四方股份
*000778新兴铸管●
*600480凌云股份
000976春晖股份
002056横店东磁
**600872中炬高新
**600298安琪酵母
600456宝钛股份
000151中成股份
600701工大高新
300316晶盛机电
601717郑煤机
300014亿纬锂能
**002475立讯精密
***002415海康威视
***600519贵州茅台△
***600887伊利股份
601258庞大集团
*002431棕榈股份
002457青龙管业
*601607上海医药
600428中远海特
*002342巨力索具

异动状况

全日成交量 1877万股，换手率 4.36%
全日成交量 1238万股，换手率 2.40%
集合竞价以 64万股高开 7.83%
集合竞价以 21万股高开 7.51%
9：31出现单笔 304万股卖单
9：31出现单笔 660万股买单
9：31出现单笔 192万股卖单
9：32连续出现 5万股卖单
9：32连续出现 4万股卖单
9：33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9：34连续出现 6万股卖单
9：35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9：36连续出现 2万股卖单
9：37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9：38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9：38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9：40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9：41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9：42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9：44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9：45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9：46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9：46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9：47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10：01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10：19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13：20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13：24连续出现 100万股卖单
14：07连续出现 6万股卖单
14：10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14：15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14：59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14：59出现单笔 18万股卖单

操作价值分析

止损止盈点

成交量放大 2.99倍，医药主题，短线补涨反弹，持股
成交量放大 1.82倍，医药主题，短线突破上攻，持股
开盘异动吸引买盘，短线面临回调，观望
医药主题，短线补涨上攻，中线持股
雄安新区题材，高位整理，短线谨慎
雄安新区题材，高位整理，短线谨慎
雄安新区题材，高位整理，短线谨慎
雄安新区题材，高位整理，短线谨慎
雄安新区题材，短线强势调整，有补跌风险，差价操作
军工主题，补涨后转入调整，差价操作
补涨后转入调整，观望
雄安题材，高位整理，短线谨慎
雄安及军工主题，短线转入调整，差价操作
短线破位，转入调整，观望
短线转入波段整理，观望
品牌消费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品牌消费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短线波段整理，观望
补涨后转入波段整理，差价操作
人工智能题材，短线破位，转入调整，观望
短线转入波段整理，观望
短线转入波段整理，观望
锂电池题材，短线转入波段整理，观望
消费电子题材，业绩高增长，短线企稳反弹，持股
细分行业龙头，业绩增长预期，短线上攻，持股
品牌消费主题，短线股价创新高，持股
品牌消费主题，短线企稳，维持高位平台整理，持股
雄安题材，短线转入波段整理，观望
雄安题材，短线转入波段整理，差价操作
雄安题材，短线转入波段整理，差价操作
医药主题，短线震荡盘升，持股
短线波段整理，观望
雄安题材，高位整理，短线谨慎

止损位 21元
止损位 40元
止损位 20元
止损位 55元
止盈位 8.30元
止盈位 7.50元
止盈位 29.80元
止盈位 23.50元
止盈位 24元
止损位 16.50元
止损位 11.50元
止盈位 7.50元
止损位 24.80元
止损位 9.60元
止损位 16元
止损位 16元
止损位 22元
止盈位 23.50元
止损位 22元
止损位 14.60元
止损位 14.30元
止损位 8.60元
止损位 37元
止损位 24.30元
止损位 32元
止损位 380元
止损位 18元
止损位 4元
止损位 12.50元
止盈位 20元
止损位 22元
止损位 7.70元
止盈位 11.80元

该股在 1月 19日盘中大单异动，盘口显示大资金持续介入迹象明显，中期反弹有望
延续，故在盘中大单及价格异动篇中以“*”列出关注，并在近三个月以来连续以“***”列出重点关注并跟
踪至今。公司是国内真正实现智能视频监控的企业，在视频监控智能化领域已积累十年。公司在保持传统
业务较快发展的同时，于 2015年和 2016年基于 GPU和深度学习技术，持续推出 AI中心及前后端产品，
打造安房新视觉、新世界。其中，公司将相关技术运用至机器人、汽车电子、互联网视频及智能家居等三块
新业务，2016年首次披露新业务收入达到 6.48亿元，占总收入比重的 2.03%。公司参股的森斯泰克威国内
毫米波雷达技术是该行业的技术标杆。公司还积极布局非制冷红外传感器及海康存储两项新业务，为公
司提供新的增长动力。2016年，公司实现营收 319.24亿元，同比增长 26.32%；实现净利润 74.22亿元，同比
增长 26.46%。2017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及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35.46%和 29.49%，超出市场预期；预计
2017年至 2019年每股收益可分别达到 1.51元、1.88元和 2.32元。该股作为一只细分行业龙头，今年一季
度持续受到中线大资金的增持，近期该股股价震荡盘升，短线复权价上攻至历史高点附近。在实战操作
中，可关注 33元的支撑力度，中线盘持股，大波段操作。

（002415）海康威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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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栏目将经过一段时间看盘跟踪的异动股票使用关注度评定
“
觹”级列出，供参考。 上证 ５０ 指数股△，深证 １００ 指数股●。

北京晨报记者 刘畅

本版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操作凭据，风险自担

三只新股今日网上发行

荩韦尔股份：发行价 7.02 元

荩万通智控：发行价 4.30 元

荩太龙照明：发行价 13.95 元

发行信息： 网上发行 1248万股，发行市盈率
22.99倍，申购代码“732501”。
经营信息：公司主营半导体分立器件和电源管理
IC等半导体产品的研发设计。
机构 估 值 ： 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16.99元至
18.78元。

发行信息：网上发行 2000万股，发行市盈率 22.01
倍，申购代码“300643”。
经营信息：公司从事轮胎气门嘴、轮胎气压监测系
统（TPMS）及相关工具及配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机 构 估 值 ： 预计合理 价 格 区 间 为 8.17元 至
9.03元。

发行信息：网上发行 1579万股，发行市盈率 22.99倍，申
购代码“300650”。
经营信息：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照明器具、LED显示屏和
光电标识等三类。
机构估值：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26.51元至 29.30元。
方正证券 赵旭峰

元家重金征集茅台老酒活动
激起北京市民出手热潮
活动程序仍然以公平、公正、操作规范为原则，自主决定进而确保市民的利益

元家公司专程来北京，联合各大厂家开
出重磅价格收老酒获得多方支持和批准，于
4 月 18 日开始至本月底，在东单内蒙古大
厦二层会议室进行开展各类老酒、茅台酒鉴
定评估活动，对市民有意向转让的老酒进行
收购，市民如果想把手中老酒出手，选择一
个正规权威的机构才能确保你的老酒价值
得到极大的体现。
元家是一家以筹建全国茅台酒陈列展

百货商情

示馆为目的的公司，本次活动在全国开展了
为期 6 个月的收购老茅台活动，每天前来鉴
定老酒的市民络绎不绝，同时开设的咨询热
线也是响个不停，收购了上万件老茅台酒和
各类名酒，活动效果有口皆碑。此次活动由
中国知名权威鉴定专家现场面对面免费为
市民鉴定不同年代的茅台酒。
对于年代久远的老酒，收藏馆深知其价
值的特殊性，加之支持，我们开出准确的价

格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我们理解市民的情
况，对市民不了解的有利信息也会告诉他
们，由他们自主决定。
本次活动的程序仍然以公开透明为原
则。市民可携带 2000 年以前的各类名酒、
1953- 2017 年茅台酒进行鉴定和评估。如
果老酒量大，收购价格可以适当提高。老酒
数量较多或不便前来现场的市民主办方可
以提供预约上门免费评估、鉴定和收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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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交通不便可乘坐任何交通工具并给予报
销费用。现场有精美礼品等您拿，现场还可
交流冬虫夏草等。
注：本活动只在内蒙古大厦二层会议室
（东单路口东南角）进行, 其他均不是本馆人员
咨询电话：
乘车路线：39，25，41，104，684，685，614，
106，
116 路或地铁：
1、
5 号线东单站 元家商贸

13910808058

广告刊登热线：13031104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