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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收盘 3222.42 点
周收盘 10427.79 点
周成交 10152.54 亿元 周成交 12149.7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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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收盘 1745.57 点
周成交 2868.31 亿元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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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交 6970.2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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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金融行业
建筑建材
钢铁行业
家电行业

电子信息
机械行业
生物制药
电子器件

91.33 亿元
14.88 亿元
12.82 亿元
9.12 亿元

-143.80 亿元
-54.79 亿元
-54.64 亿元
-48.71 亿元

抑制 A 股的因素在减少
上周大事回顾

1、养老金入市对稳定股市和养老金保
值升值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养老金当前
面临的却是归集统筹资金较少的现状。截
至目前，归集使用的养老金合同总额仅为
3600亿元。
2、近日，深交所完成 2016年度公司
债券及资产证券化产品定期报告的监管和
事后审核工作。报告体现出信息披露及时
性大幅提升，信息披露规范性和完整性显
著提高等特点。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深交所将继续督促做好 2017年中
报信息披露工作。
3、乐视网自上市以来首现半年度业绩
亏损。公司半年度业绩预告称，上半年将亏
损 6.36亿元至 6.42亿元，而去年同期乐

步减少。
申万宏源 桂浩明：上证综指不久前站
上 3200点，市场开始洋溢乐观的气氛，谈
论牛市的人又多了起来。如果仔细分析各
本周机构研判
个方面，还是会感到不少让人不安的地方，
西南证券 张刚： 影响 A股的积极因
最主要的担心还是在资金面上。在资金面
素将越来越多。一方面，沪深两市正值半年 偏紧的情况下，股市难以有什么像样的投
报披露期间。另一方面，本周是股指期货 资机会。但以目前市场的资金存量及股市
1707合约的最后交易周，按照惯例，市场 的自由流通市值来比较，要支撑大盘在
波动幅度或加大，谨慎情绪有所升温。预 3200点之上运行，还是有可能的。
计经历了股指期货主力合约的移仓之后，
兴业证券 王德伦：下半年重要事件较
市场心态有望趋于稳定，大盘仍将延续半 多，A股市场维稳力量仍然存在，叠加 6月
年报行情，继续向上挑战 3300点。对比全 PMI数据超出市场预期，部分周期股的中
球主要股市，A股严重落后，美股、韩股均 报业绩也超预期，进一步修复了短期对经
创出历史新高，香港恒生指数也创出 2年 济预期的悲观看法，A股市场迎来一定程
多新高。全球经济数据向好，提高了投资 度的反弹。但后市的风险仍然需要注意，流
者的风险偏好，抑制 A股市场的因素在逐 动性边际放松较为困难，金融监管是一个
视网盈利 2.84亿元。此外，温氏股份预计
2017年上半年盈利 16亿元至 19亿元，同
比下滑 74%至 78%。

北京晨报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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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冲击波减弱

中小盘股有望企稳
小盘股企稳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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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分化格局的延续，大盘蓝筹
股短线涨幅已经过大，存在短线休整的
要求。创业板指为代表的中小市值股，
因短线跌幅过大，在超卖后也存在强烈
的反弹动力和企稳的要求。
另外，作为中小市值股持续下跌的
大蓝筹崛起有因
诱因之一的半年报业绩冲击波正在减
今年以来，A股市场走势呈现两 弱。近期凡是公布业绩低于预期的个股
极分化，主要是与两个因素有关。一 股价均已大幅下跌，在一定程度上消化
是 受 A股 市 场 资 金 结 构 变 化 的 影 了估值的压力，减缓了市场做空的压
响。随着证金、汇金等实力型机构的 力。随着上市公司 2017年上半年业绩
涌入，个股行情的演绎及个股机会 的逐渐明朗化，以创业板为首的中小盘
的把握显现出独特的走势特点。例 股面临的估值方面的压力将大大减轻。
正在悄然酝酿的新的涨升主线，有
如，证金、汇金在不到 3个月的时间
内增持江苏有线（600959）9000余万 利于创业板、中小板等中小市值股的崛
股，但股价波动幅度居然只有 1元， 起。近期，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
对股市热点的引导能力可见一斑。 已成为市场新的兴奋点，中小板、创业
随着这类资金不断加大对蓝筹股的 板中有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与新能源
加仓力度，蓝筹股也逐渐成为吸纳 动力汽车挂勾，不仅布局在前端的锂电
设备、锂电池等资源材料领域，也遍布
热钱的“磁铁”。
二是市场监管理念的牵引。长期 中游的锂电池制造领域，有望受益于新
以来，A股热衷于题材炒作，高送转、 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的活跃，企稳
开板新股的炒作就是典范。但在今年 反弹，成为创业板和中小板稳定的力量
以来，无论是高送转还是新股开板的 源泉。
随着时间的推移，A股市场可能会
炒作逻辑均受到严重打击，迫使大量
资金不断流出创业板、中小板等中小 进入一个新的走势周期，以上证 50为
市值股，转向业绩更透明、走势更稳健 主的主板市场放缓上升趋势，创业板指
的大蓝筹，最终的后果就是中小市值 有望企稳反弹。在操作上，投资者可继
股不时出现闪崩股，创业板指也逐波 续跟踪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智能配
走低。但是，业绩稳定成长、估值优势 电网等领域的题材股；另外，那些业绩
明显的金融股反而持续震荡走高，成 仍在增长的个股也值得跟踪和关注，短
为牵引上证 50指数持续创出反弹新 线存在反弹的交易性机会。
高的牵引力。
金百临咨询 秦洪

大蓝筹的行情仍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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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 A股延续两极分化格局。
其中，上证 50指数、上证综指在大
金融为代表的核心资产股的强劲走
势的牵引下持续逞强，但创业板指
却在闪崩股增多的打压下继续低头
下行，目前面临考验前期低点 1711
点的迹象。

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建议参与全球配置，
超配中国核心资产。
资深股评人 第六感： 上周五，上证综
指收出一根低开探底回升的阳线，量能出
现明显萎缩，市场观望情绪上升。至此，上
证综指已连收四条周阳线，如果本周继续
收阳，就“五连阳”了。周末消息面和政策面
的变化如果符合市场预期或超出市场预
期，大盘继续上涨的概率就会偏大。
钱坤投资：上周五大盘虽然再次收红，
但成交量明显萎缩，股指上涨基本依赖大
盘蓝筹股的强势上行。资金集中度趋势越
来越明显，大盘股与中小创的行情继续向
各自极致前行。但就目前价格而言，大盘股
已经不便宜，不适合追涨。市场走到极致就
会有均值回归的过程出现。

减星级股

证券名称

行业类别

601211 国泰君安
601688 华泰证券
600816 安信信托
601800 中国交建
601117 中国化建
600392 盛和资源
000933 神火股份
300014 亿纬锂能
600884 杉杉股份
601166 兴业银行
601169 北京银行
601998 中信银行
000001 平安银行
601009 南京银行
600016 民生银行
000728 国元证券
600549 厦门钨业
000831 五矿稀土
600111 北方稀土
002407 多氟多
002709 天赐新材
601600 中国铝业
000530 大冷股份
600103 青山纸业
300065 海兰信
002028 思源电气
601231 环旭电子
000088 盐田港
002153 石基信息
300033 同花顺
300017 网宿科技

券商业
券商业
券商信托业
工程建筑
工程建筑
有色金属
煤炭采选
电子元件
纺织服装
银行业
银行业
银行业
银行业
银行业
银行业
券商业
有色金属
有色金属
有色金属
化工行业
化工行业
有色金属
机械行业
造纸印刷
电子信息
输配电气
电子元件
港口水运
软件服务
软件服务
软件服务

上证综指上周回调后企稳反弹，预
计本周在短线整理后，仍有进一步反弹
的空间，但总体仍将呈现区间震荡整理
格局。
上周本栏目继续维持对部分重点大
金融、品牌消费、智能设备、消费电子、国
企改革、军工及军民融合、医疗健康等行
业主题中部分原有重点星级股评级。上
周增“*”股为原“*”股国泰君安、华泰证
券、安信信托、中国交建、中国化学、盛和
资源、神火股份、杉杉股份、亿纬锂能等，
分属券商、一带一路、有色资源、供给侧
改革、锂电池等主题，在近期资金介入下
企稳反弹，故上调操作评级转入“**”股。
上周新增“*”股为兴业银行、北京银行、
中信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南京银
行、国元证券、厦门钨业、北方稀土、五矿
稀土、多氟多、天赐新材、大冷股份、中国
铝业、青山纸业等，分属大金融、稀土有

色、锂电池、供给侧改革、纸业等主题，在
短线资金介入下企稳反弹或延续中期反
弹，故新加“*”列出，提示短线关注。
上周减“*”股为原中线“***”股海兰
信、思源电气、环旭电子等，近期股价转
入波段整理，或复牌后补跌，故下调操作
评级转入“*”。原短线“*”股石基信息、同
花顺、网宿科技等，经过短线波段反弹后
延续调整，故暂取消星级股评级。
在上证 50指数的引领下，上证综
指上周企稳反弹，再创反弹新高。保险、
券商、银行等大金融及一带一路权重股
的轮动上涨，成为上证 50指数再创反
弹新高的动力。沪深 300指数也在稀土
有色、煤炭、钢铁、水泥、造纸等周期性
涨价题材股类二线蓝筹股的推动下创
出反弹新高。近期披露的新的经济宏观
数据好于预期，一二线蓝筹股仍是市场
反弹的中坚力量。上周 IPO发行提速，
两小板均转入震荡整理，特别是创业板
周跌幅加大，次新股不断下挫，闪崩股
频出，市场操作情绪趋于谨慎，“ 一九”
分化现象日趋严重。随着进入中报披露
期，两小板将持续走弱，出逃资金是否
会转投权重蓝筹股以回避风险值得关
注。从上周资金表现来看，已有部分私
募资金迫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开始转
战部分银行股，相关个股潜在的补涨行
情值得关注。二线蓝筹股中，最近 3周
一直表现强势的稀土有色、煤炭等资源
股短线存在修整要求，相关个股的走势
面临分化，短线应避免追高操作，但短
线交易性机会仍然存在。在主题投资
中，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有色小金属概
念股的引领下，板块热点逐步形成，并
扩散到部分下游超跌品种上，短线存在
交易性机会。此外，近期表现强势的人
工智能、无人零售等概念股，短线受创
业板走弱的影响出现补跌，在短期调整
并企稳后，仍有反复活跃的机会，值得
短线关注。
天财投资 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