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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收盘 3365.24 点
周收盘 10970.77 点
周收盘 1885.27 点
周收盘 3825.99 点
周成交 13031.77 亿元 周成交 16889.92 亿元 周成交 45382.98 亿元 周成交 7682.86 亿元

24.85 亿元
24.67 亿元
23.36 亿元
20.01 亿元

金融行业
电子信息
机械行业
酿酒行业

-65.43 亿元
-34.73 亿元
-34.43 亿元
-30.34 亿元

短期调整无碍中期上涨
3、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沪深
两市共有 1216家上市公司预披
露三季度业绩。其中，899家公司
1、2017年二季度，国家队合 业绩预喜，占比 73.93%。从预喜
计持有 A股上市公司 1212家， 公司中，化工、机械设备等行业的
持股总市值 3.22万亿元。国家队 上市公司业绩明显改善。
增持比重超过 2%的 94只个股
中，非银金融、医药生物、建筑装 本周机构研判
饰、房地产、传媒等行业的公司最
上周五，沪深股指总体呈现
多，占比达 54.26%。
2、华润信托公布的最新月 强势震荡整理格局。上证综指周
报显示，截至 8月末，私募资金 收盘微跌，盘面热点散乱；创业板
的平均仓位上升 2.1%，达到 指的表现弱于主板指数，但跌幅
84.4%，创近 28个月以来新高。 也比较有限。
天信投顾：无论是主板指数，
数据同时表明，A股市场的信心
指数已达近 3年来最高水平，有 还是创业板指，目前运行趋势仍
7成私募基金在坚持中高仓位的 保持得较好，在理论上仍具备继
运作。
续上行的动力。短线股指出现调
上周要闻回顾

整的苗头，建议投资者短期适当
保持谨慎，操作时一定要紧跟市
场的热点。
大摩投资： 上周五，上证综
指收出一根缩量十字星，盘中更
是出现频繁跳水，这说明，上证
综指在突破 3300点之后，上方
的套牢盘和获利盘同时出现高
位撤离的现象，如果不是权重金
融股在积极护盘，股指可能早已
破位下跌。短线市场热点缺乏持
续性，主要跟目前增量资金较少
有关。我们预计，在存量资金博
弈的背景下，股指仍将以结构性
行情为主，板块之间的快速轮动
将是常态。
容维投资： 从技术面来看，
上证综指上周五开盘在 5日均

线之下，MACD的红柱比前一
交易日有所缩短，KDJ指标形成
“死叉”继续下行，成交量也比前
一交易日有所萎缩。这说明，当
前大盘在经过连续的稳步上涨
后，有意通过高位震荡来消化获
利盘的需求。中小创指数近期涨
幅也较大，存在大量的获利盘需
要消化，短线投资者可趁着反弹
逐渐降低手中仓位，待股价回调
后再逢低买回，以降低持仓成
本；中线投资者可继续持有手中
股票。
中证投资：技术上，创业板指
上方面临 250日均线的压制，短
期内难以突破。上证综指的 10
日均线在上周五得而复失，上证
综指已连续两日在 10日均线下

方运行，说明短期消化获利盘的
压力不小，后市存在回试 3330
点跳空缺口的可能。总体来看，中
期上升趋势仍未破坏，市场总体
仍运行在多头格局中。预计大盘
的短期调整难以改变中期震荡上
行的趋势。
源达投顾： 上证综指虽然受
制于 5日和 10日均线的压制，
但横盘整理格局并未改变，下方
的跳空缺口仍存在较强的支撑力
度。另外，连续 2日的调整，并未
出现成交量的放大，说明市场并
未出现恐慌情绪。深市三大股指
均出现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振幅
相对较大，但周 K线仍保持完好
的上行格局。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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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开始深挖主题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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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名称

行业类别

300676 华大基因
300122 智飞生物
300450 先导智能
300014 亿纬锂能
002497 雅化集团
600588 用友网络
002056 横店东磁
300224 正海磁材
300073 当升科技
603989 兆易创新
603019 中科曙光
300567 精测电子
600498 烽火通信
000697 炼石有色
300457 赢合科技
300672 国科微
300474 景嘉微
300458 全志科技
300053 欧比特
300098 高新兴
300170 汉得信息
300383 光环新网
300198 纳川股份
002196 方正电机
300142 沃森生物
601088 中国神华
300088 长信科技
002195 二三四五
300229 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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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上周高位震荡整
理，预计本周仍将维持高位区间
震荡整理格局，但中期震荡反弹
仍将延续。
上周本栏目继续维持对部分
重点大金融、品牌消费、智能科
技、消费电子、国企改革、军工及
军民融合、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等
行业主题部分原有重点星级股评
级。上周增“*”为原“**”股华大基
因、智飞生物、先导智能、亿纬锂
能、雅化集团、用友网络等，分属
生物医药、云服务、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等，近期在资金介入下维持
上攻，故上调操作评级转入“***”。
原“*”股横店东磁、正海磁材、当
升科技、兆易创新、中科曙光、精
测电子、烽火通信等，分属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AI芯片、消费电子、
光通信等主题，近期资金介入迹
象明显，股价维持反弹或延续中
期上涨行情，故上调操作评级转
入“**”。上周新增“*”股为炼石有
色、赢合科技、国科微、景嘉微、全
志科技、欧比特、高新兴、汉得信
息、光环新网、纳川股份、方正电
机、沃森生物等，分属有色金属、
锂电、芯片替代、物联网、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云计算、生物医药等
主题，在短线资金介入下企稳反
弹或延续上攻，故新加“*”列出，
提示短线关注。
上周减“*”股为原中线重点
“***”股中国神华，该股在混改题
材兑现复牌后，股价转入高位整
理，故下调操作评级转入“**”。原
短中线“**”股长信科技、拓尔思、
二三四五等，经过短线反弹后转
入高位震荡整理，故下调操作评
级转入“*”。
上周受上证 50部分权重股
回调及周期类二线蓝筹股高位震
荡的影响，主板指数也转入高位
震荡整理。由于上证 50权重股已
连续调整两周时间，预计本周有
望反弹，从而封杀上证综指的回
调空间。前期表现强势的周期股，
短线转入高位整理，呈现分化走
势，预计基本面确定性较强的部
分有色小金属类股票及化工股仍
可保持强势，仍值得短线关注。中
小板和创业板上周维持强势反
弹，成交量也逐步放大，表明部分
机构的炒作路径已由此前以“业
绩”为主，向“主题”炒作转移。两
小创短线已连续上攻一段时间，

前期的领涨风口如人工智能、智
能交通等开始转入高位震荡，预
计本周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本周
面临技术性调整的要求，但中期
反弹行情仍可延续，相关的龙头
股后市仍值得中期关注。
在操作上，主题类个股近期
表现活跃，如新能源产业链、苹果
产业链、芯片替代、生物医药、无
人零售、5G、云计算等相关主题个
股，说明成长股仍是当前机构资
金深度挖掘的重点方向之一，仍
值得短中线关注。
天财投资 黎明

发行信息： 发行总数 6760
万股，拟募资 6.23亿元；其中
网上发行 2028万股，发行市盈
率 22.97倍 。 申 购 代 码 为
“732055”，发行价 9.21元。
经营信息： 公司主要从事
锦纶织造业务，目前已形成锦
纶纺丝、织造、染色及后期整理
等完整的锦纶纺织产业链，是
国内为数不多的锦纶全产业链
生产企业。
机构估值： 预计合理价格
区间为 17.50元至 19.34元。
方正证券 赵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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