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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投资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0.10%
收盘 3425.34 点
成交 2184.1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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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
0.73%

0.24%
收盘 11464.20 点
成交 2588.17 亿元

收盘 1804.23 点
成交 667.25 亿元

沪深 300
-0.05%
收盘 4205.59 点
成交 1904.0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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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电子信息
金融行业
农林牧渔
其他行业

钢铁行业
水泥行业
汽车制造
房地产

83.14 亿元
10.39 亿元
3.95 亿元
3.39 亿元

-10.36 亿元
-9.80 亿元
-7.75 亿元
-7.72 亿元

市场风格有切换迹象
基本面背景

1、沪深交易所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 1月 10日，两市融
资余额为 10425.13亿元，较
前一日增加 46.41亿元。其
中，沪市融资余额 6196.25亿
元，增加 30.85亿元；深市融资
余额 4228.87亿元，增加 15.56
亿元。
2、截至 2018年 1月 10
日午间，沪深两市共有 1383
家上市公司披露 2017年度业
绩预告。其中，有 992家公司
净利润预增，加上预计扭亏的
85家公司、减亏的 5家公司，
共有高达 78%的上市公司业
绩预喜。
3、A股区块链概念板块近
日大涨，一些公司却断然否认
与区块链有瓜葛。高伟达表示，
截至目前，公司在 2017年的
业务收入中并未有关于区块链
技术的研发成果而直接产生的
业务收入。暴风集团称，全球首
个 BCN区块链基础服务平台
暴风 BFC播酷云由北京暴风
新影科技有限公司推出，后者
不属于公司合并财报范围的子
公司。三五互联声明，比特币的

法律风险太大，暂不考虑碰这
块。汉王科技、华谊嘉信、浪潮
信息、电连技术也先后发声，暂
未涉足区块链或应用领域。
机构看市

昨日，沪深两市股指小幅
低开后震荡走高，再次收阳。
上证综指经过震荡整固后继
续上涨，最终收出“十连阳”；
深证成指也在尾盘震荡走高；
创业板指强劲上涨 0.73%。盘
面显示，区块链、无人零售、微
信小程序等概念板块涨幅居
前；水泥、钢铁、煤炭等周期板
块则跌幅居前，市场风格有切
换迹象。
钱坤投资： 短期上证综指
连阳次数过多，前期高点区域
压力渐大，此前涨幅较大的周
期股和金融股都有回档的要
求，且量能有所下滑，预计大盘
将在目前区域震荡休整。
博星投顾： 权重股步入调
整，随着资金的调仓，市场风格
有切换迹象，在白马权重股搭
台后，题材股开始唱戏，中小
创开始反弹，二者交替活跃。
前期表现强势的一二线热门
蓝筹股开始进入获利派发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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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投资者短线切勿在中途接
盘，可待回调充分后再伺机寻
求上车机会。
广州万隆： 大盘指数涨势
逐步放缓，但整体仍保持强势
运行，意味着风险并不大。建议
投资者继续关注超跌的优质中
小题材股。
巨丰投顾： 元旦后，A股
市场成交量温和放大，股指在
连续反弹后，已触及上方套牢
盘。昨日早盘市场走势分化，
上证综指在银行、保险股的拉
抬下小幅冲高，随后在钢铁、
煤炭、水泥建材等周期股补跌
的带动下回落，最后又在房地
产的推动下收出“十连阳”。中
小创则在区块链、5G通信、次
新股、国产芯片等概念板块的
带动下探底回升，午后更是全
面活跃。
源达投顾： 上证综指昨日
盘中继续震荡，午后量能缩小，
说明资金进场意愿不强。但随
着题材股接手，市场人气不断
提升，股指上行空间已被打开。
市场风格已初步完成切换，预
计短期上证综指在 3420点附
近震荡的概率较大。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今日出场：黎明

异动状况

操作价值分析

止损止盈点

*002610爱康科技 全日成交量 16637万股，换手率 3.89%成交量放大 1.15倍，区块链题材，短线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2.30元
*300663科蓝软件 全日成交量 87.4万股，换手率 26.59% 成交量放大 2.71倍，区块链题材，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22元
*002369卓翼科技 集合竞价以 2034万股涨停开盘
消费电子题材，短线补涨，突破整理平台，差价操作
止损位 10元
002289宇顺电子 集合竞价以 212万股涨停开盘
资产整合，复牌后超跌反弹，短线关注
止损位 12元
*601166兴业银行△ 9:31出现单笔 244万股买单
权重银行股，短线企稳反弹，中线持股
止损位 17元
*300542新晨科技 9:31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区块链题材次新股，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35元
**603993洛阳钼业 9:31出现单笔 796万股买单
小金属题材，短线企稳反弹，持股
止损位 7元
*600570恒生电子 9:31出现单笔 50万股买单
区块链题材，短线企稳反弹，持股
止损位 47元
*002063远光软件 9:32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区块链题材，短线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12元
***002258科尔化学 9:32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周期化工股，业绩增长预期，短线强势调整，中线持股 止损位 16元
**002151北斗星通 9:32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北斗导航题材，短线维持高位强势调整，中线持股
止损位 30元
*600596新安股份 9:32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周期化工股，业绩增长预期，企稳反弹，短线关注
止损位 10元
***603799华友钴业 9:32连续出现 5万股买单
小金属题材，短线企稳反弹，维持高位震荡整理，中线持股 止损位 80元
***002415海康威视 9:33连续出现 6万股卖单
安防龙头及人工智能题材，短线维持反弹，中线持股
止损位 36元
*300468四方精创 9:35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区块链题材，短线维持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44元
*300465高伟达
9:36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区块链题材，短线超跌反弹，面临年线反压，差价操作 止损位 10元
*600016民生银行△ 9:38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权重银行股，短线企稳反弹，中线持股
止损位 8元
权重银行股，短线企稳反弹，中线持股
止损位 6.30元
*601998中信银行△ 9:39连续出现 10万股卖单
**300136信维通信 9:39连续出现 3万股卖单
苹果产业链及 5G题材，短线波段整理，差价操作
止损位 51元
***000725京东方 A9:46连续出现 30万股卖单
行业龙头及全面屏题材，短线企稳反弹，中线持股
止损位 5.35元
***600345长江通信 9:48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资产整合题材，短线突破上攻，中线持股
止损位 28元
000789万年青
9:56连续出现 5万股卖单
水泥建材题材，短线获利回吐，差价操作
止损位 14元
*002313日海通讯 10:05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物联网题材，短线维持上攻，中线持股
止损位 30元
***002230科大讯飞 10:19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人工智能龙头，短线企稳上攻，中线持股
止损位 59.80元
*000021深科技● 10:27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消费电子题材，短线延续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9.50元
**300672国科微 10:37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芯片题材，短线反弹，维持高位震荡整理，中线持股观望 止损位 54元
*000792盐湖股份 13:05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盐湖提锂题材，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14元
***002284光迅科技 13:08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光通信及量子通信题材，短线维持高位整理，中线持股 止损位 28元
*600446金证股份 13:11连续出现 30万股买单
区块链题材，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16元
*600571信雅达
13:13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区块链题材，短线企稳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11元
*300170汉得信息 14:53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智能制造题材，股权激励，业绩增长预期，短线维持反弹，持股 止损位 11.50元
*600845宝信软件 14:56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智能制造及股权激励题材，短线维持反弹，持股
止损位 18元
*002920德赛西威 14:59出现单笔 38万股卖单
智能驾驶题材，短线回调整理，差价操作
止损位 40元
***603501韦尔股份 14:59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芯片题材，短线维持高位震荡整理，持股
止损位 37元

该股在去年 6月 20日的盘中大单及价格异动篇中以“*”列出，在去年 10月 31日作为星级股跟踪重点撰文
介绍，并在近半年多连续以“**”列出重点关注并跟踪至今。公司是国内面板领域的绝对龙头，在多个细分行业的出货量居全球
第一。经过持续的战略性逆周期投资后，公司业务开始进入收获期，已形成以 LCD现金流业务为主、以 OLCD布局增长的完
整业务结构。受海外旺季和国内双节及“双十一”备货的拉动，去年 8月份全球 LCDTV面板的出货量达 2301万片，环比大增
81%，公司从中明显受益。公司的福州 8.5代线于去年 2月投产，当前的良有率达 90%；合肥 10.5代线于去年年底投产，6代线于
今年折旧到期；北京 8.5代线明年折旧完毕；未来都将持续带来利润增量。此外，公司在 OLED领域的卡位优势明显，绵阳
OLED线在 2018年投产后，公司产能有望超过 LG，成为全球第二大 OLED面板生产企业。2017年，苹果手机对 OLED大量应
用，引发各大手机终端厂商看好。公司花费 6年自主研究的 OLED技术，目前已能绕开国际垄断的三星公司，实现自主掌握技
术，专利数已达全球第二。去年 10月，中国首条第 6代柔性 AMOLED成都生产线实现量产，成为全球第二条生产线，目前已向
华为、OPPO、VIVO、小米、中兴等十多家客户提供量产屏幕，量产进度超出市场预期。预计公司 2017年至 2019年每股收益可
分别达到 0.24元、0.34元和 0.45元。该股作为一只全面屏题材股，前期经过一波中期上攻后，股价转入高位震荡整理，短线再
度企稳反弹。在实战操作中，可关注 5.40元的支撑力度，中线盘持股，大波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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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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事麻辣烫

拿什么庆祝
“
十连阳”？
主持人：Word- 汪
跨年度行情来得令人措不及防，让投资者拿什么来庆祝 A 股“十连
阳 ”？ 从 2017 年 12 月 28 日 到 2018 年 1 月 11 日 ， 上 证 综 指 从
3275.78 点上涨到 3425.34 点，已经连续收出十根阳线，累计涨幅达
4.56%,可大多数股票却仍处在水深火热的下跌中，吃药喝酒以及大象
起舞俨然成为“
十连阳”的最大赢家。
Word- 汪： 据统计，2000年以来，上证综指“九连阳”行情仅出现
过 3次，分别是在 2006年 6月、2007年 8月和 2015年 3月，均是大牛
市中。“十连阳”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大牛市回来啦？
中金公司：2018年应该超配
下震荡上行，上证综指有望在
股票，包括 A股和港股。首先， 2018年上探 4000点。
德意志银行：2018年，M
SCI
“房住不炒”奠定今年房地产政策
从紧基调，投资房地产难度提升， 中国、国企指数将上涨 23%及
股票受益首当其冲。其次，股债间 19%。
高 盛 ： 预计沪深 300指数
相对吸引力正从偏股向中性变
化，但从趋势看尚未到拐点。最 2018年会上涨 17%，重申超配中
后，当全球股指从 2008年低谷 国股票。
英大证券：港股是全球股市的
中走出，中国股市过去十年的回
报率仍为负，目前绝对估值和百 估值洼地，大涨后仍具估值优势。
汇添富基金：经济增长、优质
分位相比全球主要股市都不高。
公司估值吸引、改革加快等三大
东北证券：A股市场有望在
经济企稳持续和存量流动性支撑 因素提升 A股估值。
Word- 汪：机构眼中的“十连阳”什么样？
海通证券： 预计 2018年 A
广发证券： 地产行业酷似白
股资金净流入可达 3300亿元， 酒，2018年地产投资存在超预期
龙头公司估值将上升。
可能。
2月
长江证券： 银行和地产行业
天 风 证 券 ：2018年 1景气度回升，龙头股或走出上涨 是周期股交易的黄金窗口，但不
行情。
宜恋战，快进快出为上策。
兴业证券：A股处在新一轮
东北证券：长线风格仍然稳定
周期起点，可掘金半导体、医药等 在传统板块，消费、金融、工业三类
行业中的隐形冠军。
板块有相对更好的估值基础；成长
板块主要表现为资金和情绪变换
光大证券：流动性缓解，将支
撑春季行情；周期、消费等白马股 下的短期轮动机会。
值得关注。
Word- 汪：股民眼中的“十连阳”又是什么样的？
股友 3ajjkq： 十连阳又怎么
后知 _ 先觉： 说好的 5000
样，股民还不是照亏不误。
点，怎么又打八折了？
股友 kKnsPl： 只有上证 50
天堂鸟想你： 个股股价还在
指数涨，中小创股票跌得哀鸿遍 2500点位置。
浩 瀚 天 空 295：2700点抄
地，惨不忍睹。
底，涨到 3400点亏了百分之四
墨 子子子子子： 指数能上
4000点，但有八成个股还在 3000 十，涨到 4000点岂不亏更多？
点以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