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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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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成指

0.13%
收盘 3413.90 点
成交 2382.50 亿元

创业板指

沪深 300
0.70%

-0.14%

0.57%
收盘 11447.09 点
成交 2442.11 亿元

收盘 1803.59 点
成交 528.87 亿元

收盘 4189.30 点
成交 1819.7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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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生物制药
家电行业
酿酒行业
电子器件

电子信息
化工行业
钢铁行业
金融行业

18.85 亿元
16.07 亿元
15.34 亿元
6.92 亿元

-20.90 亿元
-11.38 亿元
-9.96 亿元
-9.43 亿元

股指八连阳 压力在加大
基本面背景

1、中国央行连续第 12天不进行公开市
场操作，昨日净回笼 1300亿元。央行称，目
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吸收央行逆回购到
期等因素后处于适中水平，1月 9日不开展
公开市场操作。
2、两融方面，有 398只个股两融余额在
上周呈增加态势，占比为 51.69%。其中，增
超 10%的有 32只个股，增幅逾 20%的有 12
只个股，泰禾集团(+52.64%)、新华保险(+46.
06%)增幅居前。
3、明星股江南嘉捷近期走势颇受关注，在
股价走出“过山车”行情后，市场对 360的估值
泡沫以及中概股的回归前途开始议论纷纷。
机构看市

昨日大盘窄幅震荡，上证综指创反弹新
高，创业板指走势低迷。保险、酿酒、医疗、医
药等行业纷纷走高；钢铁、安防、贵金属、煤
炭等板块跌幅居前。
源达投顾：昨日上证综指整体维持窄幅
震荡格局，白酒、医药等白马板块表现强势，
防御性板块全线反弹，加之保险板块走强，
上证 50指数走高，但周期股全线回调，券商
股反手砸盘，预示权重股之间开始出现分
化。临近收盘，深证成指在次新股涨停股扩
容及 5G概念股异动的推动下，出现一波拉
升，但持续性有待考验。股指走势分化，难掩
市场资金乏力的窘境。

中证投资： 上证综指站上 3400点平台
后，技术面压力也在逐步加大，短期市场存
在一定的向下修正需求，但中长期震荡上扬
的总趋势不会改变。后市量能变化较为关
键，投资者应予以重点关注。配置上，A股在
经过年初快速连续的反弹后，或面临一定的
技术性回调需求。短期可关注补涨逻辑，首
先是蓝筹中的大金融、消费、交运等低估值
补涨蓝筹板块；其次是成长中的芯片、5G、游
戏等行业龙头股。
天信投顾：昨日市场看似已成调整之势，
但却在“喝酒吃药”行情的带动下又拉出一根
阳线，股指已达惊人的“八连阳”，平了 2015
年 5月下旬创出的股指“八连阳”纪录。但昨
日市场走势严重分化，虽然多方还占据一定
优势，但优势已经不是很明显了。预计周三即
使不出现调整，也会步入调整的路上。
宁波海顺： 上证综指昨日震荡上行，豪
取“八连阳”，但量能却出现明显萎缩，说明
市场做多资金在该点位已经出现分歧，不再
支持大盘继续疯狂上涨。昨日盘面走势显
示，3400点防线已得到进一步巩固，下半周
预计还会在 3400点附近震荡，以夯实 3400
点关口这一防线，真正跟 3300点说“拜拜”，
实现一个跨越。创业板指昨日显露疲态，未
能跟随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上涨，缩量的
十字星假阳线预示又将面临新的方向性选
择，庆幸的是 1800点连续站稳 3天，量能及
技术形态配合得也算不错，预计后市突破向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上的概率较大。
今日出场：黎明

■操盘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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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动状况

***300122智飞生物 全日成交量 1756万股，换手率 2.02%
***002008大族激光 全日成交量 3025万股，换手率 3.05%
600466蓝光发展
集合竞价以 379万股涨停开盘
*002906华阳集团 集合竞价以 639万股涨停开盘
**601225陕西煤业 9:
31出现单笔 375万股买单
**601699潞安环能 9:
31出现单笔 111万股卖单
*600188兖州煤业 9:
31出现单笔 47万股卖单
***601088中国神华△ 9:
31出现单笔 61万股卖单
***600519贵州茅台△ 9:
32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600362江西铜业 9:
32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600030中信证券△ 9:
32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600028中国石化△ 9:
32连续出现 4万股买单
***601233桐昆股份 9:
33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600426华鲁恒升 9:
34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600970中材国际 9:
34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600048保利地产 9:
34连续出现 5万股买单
**600585海螺水泥 9:
34连续出现 5万股买单
**601636旗滨集团 9:
35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603799华友钴业 9:
4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601899紫金矿业 9:
40连续出现 100万股买单
***000858五粮液● 9:
41连续出现 40万股买单
***600887伊利股份△ 9:
41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000651格力电器● 9:
42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600216浙江医药 9:
46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002648卫星石化 9:
5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002493荣盛石化 9:
51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002281光迅科技 10:
31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002001新和成 13:
02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000725京东方 A13:
03连续出现 100万股买单
**300146汤臣倍健 13:
09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002044美年健康 13:
3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002050三花智能 14:
34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000333美的集团● 14:
59出现单笔 118万股买单
***600196复星医药 14:
59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操作价值分析
成交量放大 2.48倍，医药生物题材，短线突破上攻，中线持股
成交量放大 1.49倍，细分行业龙头，短线企稳，高位整理，中线持股
股权激励，短线维持反弹，持股
汽车电子题材，企稳反弹，短线关注
周期股，业绩增长，资产整合预期，短线突破上攻，持股
周期股，业绩增长，资产整合预期，短线突破上攻，持股
周期股，受益于供给侧改革，业绩增长，短线突破上攻，持股
行业龙头，业绩增长，资产整合题材，短线突破上攻，中线持股
品牌消费题材，短线突破上攻，再创历史新高，中线持股
有色金属周期股，短线企稳上攻，面临突破，持股
券商权重股，短线企稳反弹，面临突破，持股
权重股，短线突破整理平台，中线持股
周期化工股，业绩增长预期，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周期化工股，业绩增长预期，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建材周期股，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权重地产股，短线延续上攻，持股
建材周期股，业绩增长预期，短信突破上攻，持股
建材周期股，维持上攻，短线关注
小金属题材，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有色金属周期股，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品牌消费题材，短线上攻，再创历史新高，持股
品牌消费题材，短线上攻，再创历史新高，持股
品牌消费题材，短线突破上攻，再创历史新高，持股
维生素题材，受益于产品涨价，业绩增长，短线突破上攻，持股
周期化工股，业绩增长预期，短线突破上攻，持股
周期化工股，业绩增长预期，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5G及光通信题材，短线维持高位震荡整理，中线持股
维生素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全面屏题材，短线企稳反弹，中线持股
医疗健康题材，短线突破整理平台，持股
医疗健康题材，短线企稳上攻，持股
短线突破上攻，中线持股
品牌消费题材，短线突破上攻，持股
精准医疗题材，短线企稳反弹，中线持股

止损止盈点
止损位 28元
止损位 48.50元
止损位 10元
止损位 23元
止损位 8元
止损位 11元
止损位 14.50元
止损位 19元
止损位 630元
止损位 19元
止损位 18元
止损位 6.20元
止损位 24元
止损位 16元
止损位 9元
止损位 13.80元
止损位 29.80元
止损位 6元
止损位 80元
止损位 4.30元
止损位 75元
止损位 30元
止损位 43元
止损位 13.80元
止损位 16元
止损位 14元
止损位 29元
止损位 36元
止损位 5.40元
止损位 14元
止损位 20元
止损位 18元
止损位 53元
止损位 40元

该股在去年 9月 7日盘中大单异动，盘口显示大资金持续增持迹象明显，中期反弹有望延续，故在盘中大
单及价格异动篇中以“*”列出，并在近三个多月以来连续以“***”列出重点关注并跟踪至今。公司是国内光器件领域龙头企业，
近年来战略性布局光通信上游芯片领域，打造光芯片平台能力。公司在 2013年收购丹麦 IPX公司，掌握了无源光芯片制造核
心技术；2016年收购法国有源光芯片公司 ALM
AE公司，展开 25G有源光芯片的研发，从而完成对“有源 +无源”光芯片布局。
鉴于 5G建设将用到 25G芯片，未来需求将呈现井喷局面，公司计划今年第二季度小批量出货。2017年 11月，公司与科大国盾
共同投资成立国讯量子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的量子通信技术在世界领先，未来全球市场规模有望达到千亿级别，科大国盾作
为中国量子通信领域的龙头企业，是量子通信设备的重要提供商。公司与之合作，将加快量子通信技术的落地和产业化。预计
公司 2017年至 2019年的每股收益可分别达到 0.56元、0.73元和 0.93元。该股作为一只 5G及量子通信题材股，近期复权价创
出历史新高，随后转为高位整理。在实战操作中，可关注 28元的支撑力度，中线盘持股，大波段操作。

（002281）光迅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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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荩天永智能：发行价 18.33 元
发行信息：

网上发行 1930万股，发行市
盈率 22.99倍，申购代码为“732895”。
经营信息：公司主要从事智能型自动化
生产线和智能型自动化装备的研发、设计、
生产、装配和销售。
机构估值： 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45.49
元至 50.28元。

荩奥飞数据：发行价 18.15 元
发行信息：

网上发行 1632万股，发行市
盈率 22.99倍。申购代码为“300738”。
经营信息：公司是华南地区较有影响力
的专业 IDC服务商，主要为客户提供 IDC
服务及其他互联网综合服务。
机构估值： 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38.19
元至 42.21元。
方正证券 赵旭峰

■股事麻辣烫

又到喝酒吃药时？

主持人：Word- 汪

“春节前后，喝酒吃药。”虽然距离狗年春节还有整整 5 个星期的时间，但 A
股已提前为新春佳节预热了，“喝酒吃药”开始大行其道。 1 瓶 53 度 500ml 的
飞天茅台市场零售价已经上调至 1499 元，很多酒鬼已经表示“喝不起”了；1 股
贵州茅台的股价已经涨至 782.52 元，很多股民已经表示“买不起”了。 可但斌
却说，“茅台会涨到让你目瞪口呆！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大家期盼已
久的“吃饭行情”终于来了。 但这顿饭并不好下咽，你可以喝酒，也可以吃药，但
就是没饭吃！

A股“吃饭行情”终于来了？
汇添富基金袁建军：2018年，中
风格切换预计在一季度出现，小盘股
国的资产价格将得到持续重估。供给 在 2018年有结构性机会，上证 50的
侧改革、去杠杆和环保的力度加大， 估值优势已经丧失，2018年资金轮
均大大提升了各行业龙头的市场占 动将回到 3000只股票池中，选择难
有率，龙头公司的盈利能力快速上 度极高，市场将从 2017年的存量博
升，估值提升有望持续。此外，中国资 弈切换成缩量博弈。
巨丰投顾： 午后股指先抑后扬，
本市场的改革和开放速度在加快，外
资进入 A股市场的步伐还将加快， 拒绝调整。市场半数以上个股下跌，
也有利于估值水平的提升。
说明指数的强势并不能掩饰个股的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洪灏：2018
低迷，“吃药喝酒”行情更是加剧了调
年是真正考验投资者的一年，大小盘 整的预期。
Word- 汪：仅靠“喝酒吃药”，这轮“吃饭行情”到底能吃多久？
东方港湾资产董事长但斌：茅台
现茅台已脱离食品饮料的属性，为投
是菩萨给大家送钱来的。贵州茅台的 资属性，一瓶等于 5克黄金。防货币
企业特征比生产香烟的菲利普莫里 贬值就存茅台酒，就好比存黄金。
斯还好，而后者 200多年了还能创新
中银国际：C
FDA发布中国首部
高。当时我们说茅台要到 600元，很 《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收录具有安
多人说贵了，但 2017年就到了 700 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药品，
多元，到 2018年底的话，大概率会涨 并确定参比制剂和标准制剂，第一批
到让大家目瞪口呆。
收录 131个药品 203个品规。这表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茅台通
明，未来有限的医保资源只会向临床
过控制市场供给的方式制造紧缺，提 刚需的优质仿创药倾斜，未来医药行
高商品价格提升利润，在茅台产能不 业的投资逻辑愈加明确。
增加的前提下，未来股价还会涨。
升溢资本：说这么多干嘛？我只
想告诉你，我买不起。
川财证券：近期茅台终端价上调
快思慢想：任何股票都有天花板。
200元，但市场依然缺货严重；茅台
价格上涨，也拉升了白酒整体价格的 按照分红计算，茅台的股息率并没有
天花板，二三线品牌白酒开始齐提 比国有大银行高！总收入与总市值之
价，增长了企业利润空间。昨天白酒 比已经超过十倍，目前价格已经高估
板块 19个上市公司中有 17家上涨， 了，哪怕茅台的收入因为不断涨价而
一线品牌涨幅较大。
增长，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了基本面！
国金证券： 茅台提价于近日兑
火花纷飞 2013： 其实他说的有
现，白酒行业大概率在茅台提价后迎 道理，茅台真的是一瓶难求。
来一波提价潮，将带动板块盈利预期
我还是我 32： 喝酒吃药的投机
加速。2018年白酒板块基本面仍是 市，好不到哪去。
趋势向上，继续对白酒板块维持“乐
轰天炮 888：能在高位附近全身
观”的判断。
而退才算真本事，能让散户高位接盘
也算你有本事。
h 名人 6348：茅台已消费升级。
Word- 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