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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投资

上证综指

2017 年12月7日 星期四

深证成指

-0.29%
收盘 3293.96 点
成交 1791.74 亿元

创业板指

0.52%

沪深 300

1.46%

收盘 10911.33 点
成交 2142.40 亿元

收盘 1784.31 点
成交 564.32 亿元

-0.60%
收盘 4015.82 点
成交 1441.15 亿元

沪综指单针探底
基本面背景

1、如果证金、汇金第四季度未对三季
度末所持的 1118只个股进行增减持操
作，四季度以来将实现浮盈 193亿元。其
中，有 240只证金、汇金重仓股自四季度
以来持仓市值较三季度末增加。
2、近期 A股市场震荡回落，不少上市
公司开始密集出手，通过自己增持、喊员工
增持兜底、不减持、回购等各种行动向市场
展示信心。12月 5日晚，又有 10多家上市
公司披露增持公告和不减持公告。
机构看市

沪深股指昨日开盘涨跌不一。上证综
指跳空低开，直接击穿 3300点关口，随后
一路向下；创业板指午后受权重股拖累出
现跳水，但尾盘又强劲反弹，收盘翻红。热
■直击 IPO

点方面，芯片、5G、次新股等概念板块涨
幅居前；石油矿业、钢铁、机场航运、银行
等板块跌幅居前。
中证投资： 创业板指走势有所好转，
至少能起到聚拢人气的作用。但早盘活跃
的热点冲高受阻，表明追涨人气不足，短
线可能会呈现低位震荡的格局。
宁波海顺：昨日，上证综指单针探底，
基本确立大盘短期底部。在午后股指急跌
下探之际，明显出现抄底资金跑步进场的
场面。中小创一扫前期阴霾，强势反弹。只
要后市能温和放量，将会延长反弹周期。
天鼎证券： 昨日股指的绝地反击，主
要受益于题材股的爆发。当前投资者的操
作仍应以“轻指数、重个股”为主，把握好
权重股和中小创的轮动节奏，3300点下
方仍是良好的低吸机会。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两只新股今日网上发行

荩名臣健康：发行价 12.56 元
发行信息：

网上发行 736万股，发行
市盈率 22.99倍，申购代码“002919”。
经营信息：公司主要从事健康护理用
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机 构 估 值 ： 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23.86元至 26.38元。

荩蒙娜丽莎：发行价 31.29 元
发行信息：

网上发行 1577万股，发
行市盈率 22.99倍，申购代码“002918”。
经营信息：公司主要从事高品质建筑
陶瓷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机 构 估 值 ： 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59.45元至 65.71元。 方正证券 赵旭峰

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电子器件
电子信息
农林牧渔
化工行业

金融行业
钢铁行业
交通运输
有色金属

42.70 亿元
9.99 亿元
3.63 亿元
2.48 亿元

证券名称
开盘
异动

盘
中
大
单
及
价
格
异
动
收盘
异动

603559中通国脉
002857三晖电气
002121科陆电子
000503海虹控股
**600667太极实业
**600584长电科技
**600521华海药业
*000670盈方微
***600171上海贝岭
**600360华微电子
*002079苏州固锝
**002156通富微电
**002151北斗星通
*002258利尔化学
*603900通灵珠宝
**002245澳洋顺昌
*002879长揽科技
***600206有研新材
**300046台基股份
*601098中南传媒
*600256广汇能源
**601369陕鼓动力
600520文一科技
600801华新水泥
300006莱美药业

-35.45 亿元
-8.80 亿元
-6.40 亿元
-6.07 亿元

今日出场：赵文

■操盘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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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动状况

操作价值分析

止损止盈点

全日成交量 2491万股，换手率 31.33%成交量放大 34倍，股价超跌反弹，继续观望
止损位 33元
全日成交量 375万股，换手率 18.75% 成交量放大 4.7倍，次新股，股价破位下跌，继续观望
止损位 27元
集合竞价以 17万股高开 2.96%
超跌反弹，支撑力度有待观察，继续观望
止损位 8.60元
集合竞价以 589万股高开 10.01% 连续反弹后放量回落，逢高减仓
止损位 31元
9:30连续出现 30万股买单
受益于半导体行业高景气，股价宽幅震荡，成交量活跃，持股 止损位 7.60元
9:33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受益于半导体行业高景气，阶段性整理，继续持股
止损位 20元
9:34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医药股，高位震荡整理，中线持股
止损位 24元
9:34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半导体芯片行业，底部震荡阶段，密切跟踪
止损位 5.80元
9:36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半导体芯片行业，股价走出底部，中线持股
止损位 13.20元
9:37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半导体芯片行业，底部震荡阶段，密切跟踪
止损位 7.40元
9:37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半导体芯片行业，股价走出底部阶段，中线持股
止损位 8.60元
9:37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半导体芯片行业，股价走出底部阶段，中线持股
止损位 12元
9:39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北斗行业，股价宽幅震荡，中线持股
止损位 29.50元
9:40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股价维持震荡，短期上攻力度不足，继续观察
止损位 13.50元
9:4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股价转入上升趋势，继续持股
止损位 25元
9:51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LED芯片行业，底部构筑完毕，转入上升趋势，中线持股
止损位 9.60元
10:03连续出现 7万股买单
次新股，股价维持上升趋势，持股
止损位 48元
10:08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半导体行业，受益于行业高景气度，中线关注
止损位 10.40元
10:19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半导体行业，震荡筑底阶段，中线跟踪
止损位 19元
11:25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传媒板块，筑底阶段，保持跟踪
止损位 13.50元
13:31连续出现 100万股买单
短线股价逆市拔高，谨慎持股
止损位 4.85元
13:40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受益于下游行业复苏，业绩大幅回升，震荡消化 8元压力，持股 止损位 7.40元
13:50连续出现 5万股买单
超跌反弹，试探性筑底，继续观察
止损位 15.50元
14:55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水泥股，股价维持高位震荡，短线持股
止损位 15元
14:56连续出现 6万股买单
尾盘反弹，筑底阶段，继续观察
止损位 6.10元

该股在 11月 23日的本栏目中加“**”列出关注。公司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的重点上市平
台，是国内领先的模拟和数模混合集成电路及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重点拓展智能计量及 SOC、电源管理、接口电路、非
挥发存储器、模数转换器等产品。公司收购的锐能微从事智能电表计量芯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单相、三相
计量芯片、控制类 MCU及 SoC芯片，最终用户主要包括南方电网和国家电网。2015年，上海贝岭、锐能微、钜泉光电等三
家公司在国内智能电表计量芯片领域的市场份额合计超过 75%。在收购完成锐能微后，公司将成为国内智能电表计量芯
片领域的绝对龙头，未来将受益于国家智能电网建设带来的电表更新换代需求及模拟集成电路进口替代需求。公司目前
已形成智能电量芯片、电源管理、通用模拟产品等三大业务板块，受益于芯片国产化率的提升和半导体行业的高景气度，
该股股价在年中见底后转入震荡上升趋势，关注 60日均线的支撑力度，中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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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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操作凭据，风险自担

华夏上证 50ETF 年内涨超 34%
今年以来，价值蓝筹行情风光无限，
以上证 50指数为代表的行业龙头股持
续上行，获得显著收益。蓝筹行情后市如
何演绎已成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华夏基金认为，在经济回暖的背景
下，供给侧收缩持续加码，环保政策边际
强化的趋势不变，叠加流动性环境明显恶
化的可能性较低，本轮“周期 +金融”的
行情核心逻辑并没有破坏，上证 50指数
当前的估值依然维持在合理区间，仍具备
显著的配置价值。
上证 50指数的标的以行业龙头股
为主。其中，银行股权重占比达 34%，券
商股和保险股的权重占比合计近 40%。
华夏基金认为，随着经济复苏回暖，银行
资产质量改善，净利润增速触底回升，未
来半年依然具有估值优势。保险股是当前
少有的“三驱动”行业，不仅基本面受消费
升级的驱动，还受政策红利和低估值的驱
动，是价值投资的优质标的。此外，上证
50指数还包括 12%的工业类股票及
12%的消费股票。其中，工业板块集中在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的最受益板块。
在跟踪上证 50指数的基金中，华夏
上证 50ETF凭借良好的跟踪效果脱颖而
出。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1月 22
日，该基金今年以来日均跟踪误差仅为
0.05%。该基金出色的复制效果，能帮助
投资者更好把握价值蓝筹股行情的持续

深化。截至 11月 22日，华夏上证 50ETF
今年以来收益率达 34.06%，自 2004年
12月成立以来总回报达 349.03%。
2015年 2月 9日，上交所推出挂钩
华夏上证 50ETF的期权，这也是境内唯
一的股票期权品种。华夏上证 50ETF还
被纳入到融资融券标的，加上上证 50股
指期货合约，可以说，围绕上证 50指数构
建的衍生品体系非常完善。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王洁

北 京 阳 光 国 际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受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将于 2018年 1月 8日 10时至 2018年 1月 9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 pm.caa123.org.cn）对下述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北京市朝阳区尚家楼路 2号院 7号楼 2201号房地产（建筑面积:292.03平方米，起拍价格:2145万元，保
证金:200万元，增价幅度:1万元或 1万元的整倍数，第 1次拍卖）。
二、预展时间及地点：2017年 12月 28日至 29日，我公司统一组织预展，标的物所在地。
三、意向竞买人请于 2018年 1月 3日 12:
00前将拍卖保证金 200万元交纳至法院指定账户（开户名称:黄石市西塞山区人
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黄石市杭州路支行；银行账号:1803015729200079317）（以到账时间为准），并于 2018年 1月 5日
16:00前携带身份证明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竞买成功后，买受人需在 5个工作日内将剩余成交价款支付至法院指定账户。
四、拍卖方式：增价拍卖方式，保留价等于起拍价，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得低于起拍价格。
五、根据法律规定，
在公告发布后、竞买开始前、竞价过程中，法院均有权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
六、对本标的物权属有异议者，请于竞价开始的五个工作日前向法院完成审核确认工作。
七、与本标的房产有关人员，如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质押权人）、优先购买权人等均可参加竞拍，不参加竞拍的请
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本标的的优先购买权人未参加竞拍，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八、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在竞买前需自行了解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因不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条件的，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权属不能变更的风险。
特别提示：1、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法院不承担拍卖标的瑕疵保证，本标的房产目前被执行人在占用，可能无法组织现场
预展，竞买成功后，法院负责清退，清退时间不予保证。 2、买受人需自行办理标的房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权属变更时，所产生
的税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各自承担。3、房产交割中发生的所有欠费，包括但不限于物业、水、电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我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8号新洲商务大厦 803室
8815136113911303698 法院咨询电话：罗法官0714-6306607 法院监督电话：0714-6366902
联系方式：李先生 010-

业务拓展需招 2名业务人员，有无经验均可，待遇面议！拍卖公告·招商公告·金融专版·天天出版：13683345028
13683345028
广告

招聘：
咨询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