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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成指

-0.53%
收盘 3429.55 点
成交 2674.35 亿元

创业板指

-0.96%

沪深 300

-0.51%

收盘 11582.92 点
成交 3363.02 亿元

收盘 1896.72 点
成交 932.79 亿元

-0.70%
收盘 4099.35 点
成交 1996.05 亿元

北京晨报

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钢铁行业
水泥行业
煤炭行业
服装鞋类

生物制药
电子器件
汽车制造
电子信息

8.53 亿元
3.78 亿元
3.66 亿元
3.26 亿元

-32.16 亿元
-26.48 亿元
-19.57 亿元
-17.22 亿元

中期上行趋势未变
证综指将以震荡盘升的方式，不断向上
拓展反弹空间。
1、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北向陆股
博星投顾： 上证 50指数在高位震
通资金大多数交易日呈现净流入；南向 荡，周一没有突破 2885点高点，成交量
港股通资金从今年 8月 17日起持续呈 也出现萎缩，说明场外资金进场步伐有
现净流入，至今已历时近 3个月。
所放慢。权重蓝筹股盘中试图拉抬股指，
2、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日前指出，着 但终究无力守住防线。目前来看，上证
力增强资本市场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实 50指数 2885点很可能转为短期强阻力
体经济的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 位，未来时间内将压制上证 50指数及
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权重指标股的表现。
3、中国平安股价年内涨幅翻倍，不
源达投顾：昨日，各大指数均出现震
仅跑赢大盘，还远远领先其他上市保险 荡下行。上证综指在冲高 3450点后震
公司的股价表现。花旗将中国平安的目 荡走低，盘中回踩 5日均线支撑。在经过
标价从 72元上调至 95元。
日线六连阳后，上证综指目前已处于“超
买”
状态，短期回调应属必然。不过，市场
机构看市
机遇和风险总是交织在一起的，若指数
昨日，沪深两市股指开盘涨跌不 一直在上行，买点反而不好把握，目前的
一，早盘创业板指表现相对强势，上证 调整还未出现结束的信号。至于创业板
综指在创出年内新高后快速回落；午 指，则需关注下方年线的支撑力度。
后，受次新股跳水影响，创业板指下跌。
天信投顾： 昨日市场表现基本符合
盘面显示，上海自贸区、煤炭、水泥、钢 预期。上证综指在震荡中再创本轮反弹
铁等板块涨幅居前；国产芯片、白色家 新高，但市场热点却分化严重。首先，权
电、OLED等板块跌幅居前。
重指标股无力拉抬股指；其次，芯片、次
广州万隆：近期，A股呈现明显的结
新等题材板块积累了大量获利盘，涨幅
构性上涨特征，在中期向好预期下，短期 较大个股开始出现明显回落。第三，上
则受到资金面、估值面、业绩因素待证伪 证综指在放量突破上轨压力后出现回
等因素的影响。中期慢牛的趋势未变，但 踩，重新跌回原先的上升通道，短期难
短期结构性上涨速率或会放缓。
以再出现急速式上涨。在昨日下跌过程
中证投资： 上证综指在突破 3400
中，沪市小幅缩量，深市及创业板均出
点后，又进一步逼近 3450点。每日涨停 现放量，表明市场走势已经再度分化。
股数量明显增多，成交量也有所放大， 上证综指在“六连阳”后需要调整消化，
市场情绪逐步回暖，但依旧是存量博弈 因此，昨日的下跌只是上涨中继形态，可
的格局，短线股指仍存在一定的上行阻 耐心等待企稳。
力，但中期上行趋势并未改变。后续上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基本面背景

今日出场：黎明

■操盘手日志

证券名称
成交
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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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动

异动状况

操作价值分析

***300567精测电子 全日成交量 158万股，换手率 7.91%
600850华东电脑 全日成交量 1417万股，换手率 3.37%
002442龙星化工 集合竞价以 70万股高开 9.58%
000038深大通
集合竞价以 77万股高开 7.17%
***002230科大讯飞 9:31出现单笔 1866万股卖单
***603017中科曙光 9:31出现单笔 22万股卖单
***000725京东方 A9:31出现单笔 904万股卖单
***002405四维图新 9:31出现单笔 101万股卖单
***002371北方华创 9:31出现单笔 52万股买单
**000977浪潮信息 9:31出现单笔 51万股买单
***300122智飞生物 9:32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002241歌尔股份 9:33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002456欧菲光 9:33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300078思创医惠 9:33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000938紫光股份 9:34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300236上海新阳 9:35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300672国科微 9:35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002044美年健康 9:35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002466天齐锂业 9:36连续出现 2万股卖单
**002460赣锋锂业 9:36连续出现 2万股卖单
***300676华大基因 9:38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300474景嘉微 9:4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300136信维通信 9:40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300009安科生物 9:45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600728佳都科技 9:46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601088中国神华△ 10:07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300613富翰微 10:08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600460士兰微 10:08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300666江丰电子 13:07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600345长江通信 13:08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601111中国国航 13:14连续出现 5万股买单
*600990四创电子 13:33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002249大洋机电 14:1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002733雄韬股份 14:59出现单笔 252100股买单
**603799华友钴业 14:59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603019）中科曙光： 该股在 8月 22日盘中大单异动，盘口显示大资金持续介入迹象明显，中期反弹有望展开，故在盘中大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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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数据中国战略中提出
续 “从硬件提供商向领先数据综合服务商进军”的计划，推出城市云品牌及智慧城市联合体举措。目前公司累计建设 40多个城
初步形成规模云数据网络。公司获得架构授权的 X86芯片是 AMD最先进 Den处理，性能及功耗全面超越 Intel
星 市云中心，
最新 i7系列，市场竞争力较强。据行业测算，2016年中国 X86国内服务器商用市场规模近 500亿元，预计 2016年至 2018年
级 的服务器需求年增速为 20%，明年国内商用服务器需求将达到 700亿元，按照 CPU占服务器总成本 30%及 20%的净利率计
股 算，预计明年 X86架构 CPU国产化的利润空间可达 50.4亿元。公司参股的中科院旗下的寒武纪今年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
形成突破，推出云端处理芯片，双方将展开深度合作，构建使用寒武纪处理器 AI云服务器，在进入 AI时代抢得竞争先机。预
追 计公司
2017年至 2019年每股收益可分别达到 0.42元、0.51元和 0.63元。该股作为一只芯片题材股，近期股价维持上攻，大
踪 资金介入迹象明显。在实战操作中，可关注 48.58元的支撑力度，中线盘持股，大波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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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荩晨丰科技：发行价 21.04 元
发行信息：

发行总数 2500万股，拟募
资 5.26亿元；其中网上发行 1000万股，发
行市盈率 22.99倍。申购代码为“732685”，
发行价 21.04元。
经营信息： 公司主要从事照明产品结
构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
灯头类产品、LED灯泡散热器、灯具金属件
及其他产品。
机构估值：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39.98
元至 44.18元。

中老年人有福啦！

超轻秋冬休闲皮鞋

惠老行动

退休老人限时抢购
不少中老年人在穿皮鞋的时候
心里直发憷，鞋厚了捂脚，鞋底薄了
脚疼，鞋硬了磨脚，鞋头太尖挤脚，
鞋沉了脚累，真不知咋选才舒服！
在金秋之际，北京众康养老
服务平台特别为京城中老年朋友
选购了一款“休闲皮鞋”。该款休
闲皮鞋设计合理，成前轻后翘船
型底，契合人体走路时习惯，从而
改变了中老年人穿皮鞋的困扰。

为老服务专栏

■ 五大设计理念让您穿皮鞋也能轻快舒适

① 采用优质皮革，纹理清晰可见，透气性好，有良好的柔韧
度和可塑性；
② 轻快舒适、单只重量轻，穿上它散步等更加轻松；
③ 依据秋冬老人脚型变化特点，鞋身贴合脚弓，鞋头加宽，
松紧适度受力平衡、穿脱自如不费力；
④ 鞋底采用特殊材质，底部坦克链条纹路，不仅防滑更加耐
磨，各种场合让您应对自如；
⑤ 弹性高、韧度强，缓冲地面反弹力，同时促进鞋内气流，透
气干爽；
本版由北京盛世互赢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止损止盈点

成交量放大 1.67倍，O
LED题材，短线上攻，持股
止损位 188元
成交量放大 3.25倍，短线补涨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21元
终止资产整合，复牌后冲高回落，差价操作
止损位 12元
终止资产重组，复牌后补涨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21元
人工智能龙头，短线突破上攻，持股
止损位 58.80元
芯片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止损位 48元
OLED题材，短线连续上攻后转入高位震荡整理，差价操作
止损位 5.60元
智能驾驶题材，短线结束调整，突破上攻，持股
止损位 27元
半导体题材，短线维持上攻，盘中回调，中线持股
止损位 38元
人工智能题材，短线结束波段整理，突破上攻，持股
止损位 18.80元
医药题材，短线维持震荡盘升，持股
止损位 27元
消费电子题材，短线突破上攻，关注突破有效性，中线持股 止损位 20.50元
消费电子题材，短线突破上攻，持股
止损位 22.50元
人工智能题材，短线企稳反弹，中线关注
止损位 12元
短线突破上攻，延续反弹，持股
止损位 63元
芯片半导体题材，短线维持震荡上攻，持股
止损位 36元
芯片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止损位 60元
医疗健康题材，短线突破上攻，持股
止损位 18.80元
锂电题材，股价转入波段整理，短线谨慎
止损位 73元
锂电题材，股价转入波段整理，短线谨慎
止损位 85元
基因测序龙头，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止损位 200元
芯片题材，短线维持上攻，中线持股
止损位 58元
苹果及 5G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止损位 49元
精准医疗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止损位 19元
人工智能题材，短线企稳反弹，短线关注
止损位 9.20元
权重股，国企改革题材，短线企稳上攻，持股
止损位 20元
芯片题材，短线维持反弹，持股
止损位 190元
半导体题材，突破上攻，短线关注
止损位 10元
细分行业龙头，短线维持上攻，面临回调，中线持股
止损位 70元
5G题材，短线企稳上攻，差价操作
止损位 26.80元
短线企稳上攻，差价操作
止损位 9.20元
军工主题，短线企稳反弹，持股
止损位 62元
燃料电池题材，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7.60元
燃料电池题材，短线企稳上攻，持股
止损位 19元
有色小金属题材，转入波段整理，短线谨慎
止损位 88元

荩润禾材料：发行价 8.34 元
发行信息：

发行总数 2440万股，拟募
资 2.03亿元；其中网上发行 976万股，发行
市盈率 22.98倍。申购代码为“300727”，发
行价 8.34元。
经营信息： 公司主营业务为有机硅深
加工产品及纺织印染助剂产品研发、生产
和销售。
机构估值：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15.85
元至 17.51元。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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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申购者须年满 60岁以上离退休人员，限本人购一双，不可代买，每户仅限 2双；
㈡.所有订购报名人员，请携带本人身份证、退休证及本页报纸到众康服务平台报
名登记姓名、电话、鞋码大小等信息，待鞋子到达后统一时间、地点、分批发放；
办 ㈢.每批活动产品限
500份，为保证秩序，请先电话预约，望中老年朋友理解支持；
理 ㈤.已申购过本单位物资的老人谢绝重复申购。
㈣.特别提示:凡众康原来会员另行通知。
须 报名时间:11月 15日至 11月 17日 下午 15:00前
知 接待时间:（上午 8:00至 11:30 下午 13:30至 17:00）
报名热线:
订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 SOHO现代城 A座 1010室
乘车路线:11、30、31、677、595、621、382、486、605、973、988路八王坟南下车即可；
817、815、1、57、58路在郎家园下车或地铁 1号线大望路 B口出即可。

更多登陆 www.ljlaonian.com

010-53681619、010-53658689

广告刊登热线:13031104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