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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投资

上证综指
0.14%
收盘 3384.15 点
成交 2307.3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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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成指
0.43%
收盘 11091.49 点
成交 3089.33 亿元

创业板指

沪深 300
0.12%

0.21%
收盘 1888.43 点
成交 812.63 亿元

收盘 3842.61 点
成交 1262.5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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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钢铁行业
酿酒行业
有色金属
食品行业

电子信息
电子器件
金融行业
汽车制造

20.50 亿元
12.33 亿元
12.02 亿元
10.01 亿元

-20.94 亿元
-18.84 亿元
-13.85 亿元
-10.41 亿元

股指冲关要看权重股脸色
场内资金获利回吐的压力逐步加大，
导致盘中震荡频率及幅度有所加剧。
1、自 7月 31日开始，A股两融余额 但回调的时间及空间不会很大，更多
已连续 31个交易日站在 9000亿元上 会以盘中震荡 的 形 式 来 消 化 上 档 的
方，最近 11个交易日连续实现净流入。 压力。
截至 9月 11日，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
钱坤投资：一旦股指出现向下调整的
为 9737.17亿元，创年内新高，距万亿关 信号，以金融股为首的上证 50权重板块
口近在咫尺。
就会及时地现身护盘；一旦股指上涨过
2、近期沪深港通北向资金持续净流 快，权重板块就会迅速下跌，压制大盘上
入，QFII的调研动作也非常频繁。9月 涨的冲动。尤其是在近期高位整理期间，
份以来，至少有 205家 QFII调研了 A 权重股的反向调节效果十分明显。目前上
股上市公司，8月份也有 292家 QFII参 证 50权重板块调整时间已较为充分，大
与调研。上市公司方面，在 9月份至少 盘要想向上突破，最终还要看权重板块的
有 45家 A股公司获 QFII的调研，8月 脸色。
份为 70家。
中航证券： 当前 A股市场的热点呈
3、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财政部 现多元化态势，运行路径也较为曲折，
等十五部委昨日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生 热点的持续性也不是很强。主力资金
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 的选择面更广，好像很多个股都有阶
油的实施方案》要求，到 2020年，全国范 段性机会，但又不好把握。建议投资
围将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者还应加强对 板 块 及 个 股 基 本 面 的
研究，并结合题材和技术面进行具体
机构看市
的买卖。 不 要 指 望 指 数 有 太 大 的 波
昨日，沪深两市股指全天维持在平 动，这将是今年 A股市场主要的运行
盘线附近上下震荡，尾盘有所拉升。两 节奏。
市成交量急剧萎缩，合计成交 5396亿
宁波海顺： 从昨日盘面显示，场内资
元。各行业板块涨跌互现，钢铁板块强 金有较明显的调仓迹象，市场风格又在
势领涨。
切换；三大指数均较前一日出现明显
广州万 隆 ： 3400点至 3500点区域
缩量，但尾盘又都出现放量走高。近
目前仍是上证综指面 临 的 主 要 压 力 期量能波动较大，很可能是主流资金
区，预计仍需通过反复震荡来消化该 开始从题材概念股转向强周期品种，
区域的抛压。当前宏观面仍看不到系 投资周期也从超短线转向中长线。近
统性风险，投资者仍可适当关注结构 期持续看好二、三线蓝筹股，上证综指
性参与机会。
要想突破 3400点关口，必须依靠强周
中 证 投 资 ： 随着 A股市场中枢逐
期股及三大金融板块的助力。
步上移，中小创补涨动能持续释放，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基本面背景

中信银行半年报：
支持
“
脱虚向实”多项对公业务同业居首
数据显示，截至 6月末中信银行人民 新”行业。截至报告期末，中信银行对公贷款
币对公存款日均余额 24，170亿元（剔除结 （不含贴现）余额 16，560.74亿元，“三大、三
构性存款），其中人民币对公结算存款日均 高、三新”行业贷款余额占比近 40%。
此外，积极服务“大行业、大客户、大项
余额 13，760亿元，占全行人民币对公存款
的 50.99%，比上年末上升 3.67个百分点。对 目”三大链条上的中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客
公存款成本率 1.61%，比上年末下降 0.11个 户群持续增长。截至 2017年 6月末，全行小
微贷款余额 4，690亿元，同比增长 9.8%。
百分点。
特色业务强化 多项业务排名同业居首
轻资产化转型 “
交易 +”发展迅速
中信银行副行长兼财务总监方合英在
自 2011年“交易银行”上升为全行战
半年业绩发布会上透露，特色业务方面，国 略后，中信银行交易银行业务发展迅速，目
际收支市场份额继续稳居股份制银行首 前交易银行 2.0升级改造已完成一期上线。
位，国际收支收付汇量 923亿美元；结售汇 截至报告期末，中信银行交易银行签约客户
量 632.8亿美元，结售汇市场份额排名银行 35.35万户，实现交易笔数超过 3200万笔，
业第 6位，比上年提升 1位。外汇做市交易 同比增长超 35%；交易金额 34.57万亿元，
量超 7万亿元，同比增长 26%，即期做市交 同比增长超 14%。
易量 6444亿美元。托管业务长足发展，其
据介绍，中信银行“交易 +”作为轻资产
中公募基金托管规模 1.81万亿元，比上年 转型的重要抓手，今年已完成了几大创新：
末增长 66%，排名跃升国内银行业首位。在 一是推出“生态金融云”；二是与高校合作开
新增长点方面，
“商行 +投行”模式成效显 展交易银行创新实验室项目；三是交易银行
著，上半年跨境并购累计提款 27.6亿美元， 2.0项目一期上线；四是对 12家产品创新基
余额 54.9亿美元，位居行业前列。
地正式授牌；五是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及
支持“脱虚向实”
发展规划，并启动了模型体系及系统开发。
三大三高三新行业贷款余额占四成
2017年，恰逢中信银行成立 30周年。
为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中信 30年来，中信银行致力于提升专业化能力
银行积极践行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发 和服务水平，以建设“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
展。在对公贷款上，中信银行优先支持“大 行”为愿景，努力服务每一位客户。 （王文）
健康、大文化、大环保”，
“高科技、高端制造
业、高品质服务和消费业”以及“新材料、新
能源、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三大、三高、三

今日出场：赵文

■操盘手日志
证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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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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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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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盘
异动

异动状况

操作价值分析

300141和顺电气 全日成交量 4681万股，换手率 28.79%成交量放大 4.42倍，连续涨停后高位放量，逐步减仓
002239奥特佳 全日成交量24720万股，换手率13.42% 成交量放大 12.78倍，连续涨停后高位放量，逐步减仓
002604龙力生物 集合竞价以 231万股高开 10.02% 石墨烯概念，反弹走势，短线持股
300459金科文化 集合竞价以 12万股高开 10.00% 高开低走，上行阻力较大，继续观察
*600096云天化 9：30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冲高受阻，短线有调整需要，波段操作
**002065东华软件 9：30连续出现 30万股买单
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概念，中报业绩大幅增长，中线持股
**002041登海种业 9：30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农业股，股价脱离底部，中线持股
**300251光线传媒 9：31连续出现 9万股买单
传媒板块，股价脱离底部，出现向上拐点，中线持股
**600699均胜电子 9：34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汽车电子龙头，中报业绩大增，底部确立，中线持股
**002439启明星辰 9：34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信息安全龙头，股价脱离底部，中线持股
**002055得润电子 9：37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汽车电子龙头，中报业绩大增，底部确立，中线持股
*600184光电股份 9：39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军工股，反弹筑底阶段，中线持股
***000998隆平高科 9：40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农业股，股价稳步创新高，中线持股
*002224三力士 9：40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技术性反弹，底部有待进一步观察
*000546金圆股份 9：52连续出现 6万股买单
反抽走势，成交量不足，小波段操作
*600232金鹰股份 9：49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涉锂电概念，补涨走势，短线持股
**600360华微电子 9：55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半导体行业，结束底部整理，转入升势，中线持股
**000697炼石有色 10：07连续出现 7万股买单
航空制造业，高位震荡整理，短线持股
**300274阳光电源 10：09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光伏龙头，受益于行业高景气度，继续持股
***000795英洛华 10：20连续出现 30万股买单
稀土永磁板块，加速上扬，继续持股
*601003柳钢股份 13：00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钢铁板块，结束整理，继续拔高，短线持股
*601969海南矿业 13：04连续出现 6万股买单
受益于钢铁价格上涨，半年报业绩大增，短线持股
***300323华灿光电 14：08连续出现 60万股买单
LED板块，稳步上升，中线持股
*600367红星发展 14：51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资源股，加速上扬，继续持股
*000762西藏矿业 14：53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锂资源股，股价连创新高，短线持股
（002747）埃斯顿：

止损止盈点

止损位 17.20元
止损位 5.20元
止损位 10元
止损位 12.50元
止损位 8.50元
止损位 11元
止损位 14.50元
止损位 9.35元
止损位 34元
止损位 21元
止损位 23.80元
止损位 20.50元
止损位 23元
止损位 11.80元
止损位 12.80元
止损位 10.20元
止损位 8.20元
止损位 26元
止损位 14元
止损位 8.30元
止损位 7.60元
止损位 13.30元
止损位 16元
止损位 14.50元
止损位 22元

该股在 9月 12日的本栏目中加“**”列出关注。公司作为机器人行业的新贵，是智能装备

连 核心控制功能部件的行业领导者，在自有技术和自有核心功能部件基础上研发机器人本体及智能制造系统，
续 具有从核心部件、工业机器人到机器人集成应用的全产业链，拥有全系列工业机器人产品，高端应用的六轴
星 机器人占公司总销量的 80%以上。在中国国际机器人展览会上，公司的“ER120焊接机器人”和“FlexDrive机
器人专用 6轴驱动器”荣获金手指奖；并获得恰佩克“2016年度最具竞争力国内机器人品牌”、高工机器人
级 “3
C家电行业最具潜力机器人品牌奖”，“ER120-2400码垛机器人”荣获 2017年金手指奖。公司的智能制造
股 系统业务覆盖汽车、压铸自动化、家电、3C、新能源、节能建材等行业。今年上半年，公司的工业机器人及智能
追 制造系统继续保持高速发展，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74%，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80%。随着装备制造业的升
级，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占亚洲总销量的 43%，未来行业前景看好。该股股价已结束 2年
踪 之久的震荡整理，
近期放量突破箱顶，转入上升趋势，值得短中线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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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操作凭据，风险自担
■直击 IPO

两只新股今日网上发行

荩傲农生物：发行价 4.79 元

荩世纪天鸿：发行价 7.71 元

发行信息： 发行总数 6000万股，拟
发行信息： 发行总数 2335万股，拟
募资 2.87亿元；其中网上发行 1800万 募资 1.80亿元；其中网上发行 925万
股，发行市盈率 22.95倍。申购代码为 股，发行市盈率 22.98倍。申购代码为
“732363”，发行价 4.79元。
“300654”，发行价 7.71元。
经营信息： 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饲
经营信息： 公司主营业务是助学读
料业务、养殖业务、动保业务和原料贸易 物的策划、设计、制作与发行，主要为中
等四大板块，主要产品为猪用饲料。
小学师生提供学习和备考解决方案。
机构估值： 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机构估值： 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9.10元至 10.06元。
14.65元至 16.19元。 方正证券 赵旭峰

好不容易退休了，有了大把的空余时间可以读读书、看看报、练练字，然而上了
年纪这眼睛也越来越花了，如今成为不少中老年朋友的生活困扰！

金秋行动老花镜来电申领
近日，一款适老型“老花镜”引来了一股风 的老花镜，欢迎您来

潮！本款老花镜适合老花人群。有需求中老年朋
友戴上它，看书、读报、写字……倍感轻松！
专注中老年人养生养老，长期为长者推荐
优良的适老产品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为帮助因年龄而老花的中老年人及对我公
司的大力支持，使更多老年朋友能够了解和体
验我公司优质产品，我公司即日起至 9月 20
日，为符合条件的中老年人发放一批原价 98元

为老服务专栏

电预约领取。
申领条件：凡年
（快递费自理）
满 70岁以上的中
老年人凭本报预约上门领取“老花镜”一副（夫
妻同时报名可优先申领），活动不能重复领取，
鑫铭科技
先报先得，赶快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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