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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0.98%

0.69%
收盘 10362.43 点
成交 1751 亿元

收盘 3184.96 点
成交 17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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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
0.03%
收盘 1648.58 点
成交 507.5 亿元

沪深 300
1.17%
收盘 3935.63 点
成交 1445 亿元

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房地产
玻璃行业
家电行业
陶瓷行业

电子信息
电子器件
其他行业
酿酒行业

3.71 亿元
1.23 亿元
0.74 亿元
0.58 亿元

-14.79 亿元
-6.85 亿元
-6.54 亿元
-5.78 亿元

冲高回落表明上方压力较大
沪指震荡攀升。午后各大股指均出
现下行。盘面上，保险、酒店餐饮、
1、央行昨日进行 3930亿元 日用化工、运输设备等板块走势表
MLF操作，均为一年期，利率 现较好。
3.25%，与上次持平。本周无逆回
巨丰投顾： 技术上看，指数跳
购到期，2月 15日将有 2435亿元 空上行，显示反弹势头较强，但冲
人民币 MLF到期，因适逢春节假 高回落表明上方压力较大，成交量
期，将顺延至节后。昨日，央行暂停 不足下短期仍有反复的需求。总体
逆回购操作。央行已连续十五天暂 上，连续下跌之后指数止跌反弹，
停逆回购操作。
但反弹过程中动能不足，表明也仅
2、MSCI中国 A股指数增加 是超跌后的技术反弹。从反弹标的
7只成分股，分别为杭州银行、海 看，小盘股和蓝筹股悉数轮动，但
航基础、步长制药、广宇发展、士兰 整体上行空间以及持续性有待观
微、卓郎智能、舍得酒业。
望，预计接下来会分化。因此，近期
3、近日，美芝股份、启迪桑德、 应适当高抛低吸，等待反弹趋势明
翰宇药业等多家公司实际控制人 朗再做具体的操作。
或董事长发出倡议，号召员工进行
天信投顾： 短期来看，成交量
增持，并对由此产生的亏损承诺兜 萎缩导致量价关系的背离，再结合
底。值得关注的是，“兜底式增持” 均线系统的完全空头式的排列，多
出现“升级版”，除对亏损兜底，同 方的蓄势仍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一
时承诺保底收益 8%。
个过程当中，对一些技术指标的形
态、K线的形态、市场投资者的心态
机构看市
都会形成一定的修复。操作上，在修
昨日两市股指大幅高开，之后 复行情的前提下部分超跌个股存
基本面背景

在交易性机会。
大摩投资：昨日指数受成交量
制约冲高回落，主板的活跃还是带
来资金的分流。不过上证 50从空
间和时间上对比创业板都没有跌
到位，短期还是更看好估值水平已
经趋于合理的中小创业板。另外，
考虑到临近春节假期，外盘依然在
风险释放的阶段，因此操作上建议
投资者短期还是要保持耐心，控制
仓位。
源达投顾： 技术上看，午后沪
指开始震荡走低，但回踩的位置仍
在开盘点位之上，因此指数有技术
性的支撑存在，不会出现之前大幅
下挫的可能。从小级别看，沪指回
踩进一步确认缺口以及前低的支
撑后有望继续迎来上涨行情。创业
板受到上方缺口压力后逐步震荡
走弱，由于日内偏离均线，因此出
现了下探的走势，但是从指标看，
KDJ金叉、MACD绿柱缩短为日
后继续反弹提供有效支撑。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今日出场：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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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名称
*000977浪潮信息
**600789鲁抗医药
600207安彩高科
002192融捷股份
***600588用友网络
**300065海兰信
002497雅化集团
***300166东方国信
***300253卫宁健康
**300170汉得信息
***300451创业软件
**600845宝信软件
**300047天源迪科
***300188美亚柏科
***300212易华录
**002439启明星辰
**300287飞利信
***002376新北洋
**002153石基信息
***002095生意宝
***002415海康威视
***603019中科曙光
**002460赣锋锂业
***002258利尔化学
***603799华友钴业
*300369绿盟科技
*300271华宇软件
**300348长亮科技
*300078思创医惠
*000636风华高科
*600760中航沈飞
*002013中航机电
**300124汇川技术
*600967内蒙一机
002129中环股份
***002230科大讯飞

异动状况
成交 3843万股，
换手 2.99%
成交 5239万股，
换手 9.01%
集合竞价以 25668700股涨停开盘
集合竞价以 3894500股涨停开盘
9:
31出现单笔 695100股买单
9:
31出现单笔 830600股买单
9:
31出现单笔 2659900股买单
9:
31出现单笔 665300股买单
9:
31出现单笔 958500股买单
9:
31出现单笔 213100股买单
9:
32连续出现 20000股买单
9:
33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9:
33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9:
33连续出现 20000股买单
9:
33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9:
33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9:
34连续出现 30000股买单
9:
34连续出现 20000股买单
9:
34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9:
35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9:
36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9:
37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9:
38连续出现 200000股买单
9:
40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9:
41连续出现 20000股买单
9:
41连续出现 100000股买单
9:
42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9:
57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10:
00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13:
03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13:
04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13:
06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14:
01连续出现 10000股买单
14:
52连续出现 20000股买单
14:
59出现单笔 758700股卖单
14:
59出现单笔 353500股卖单

操作价值分析
成交量放大 2.97倍，
股权激励，
短线企稳超跌反弹，
持股
成交量放大 1.11倍，
医药题材，
短线企稳反弹，
持股
受富士康 IPO影响，
短线超跌反弹，
差价操作
受年报业绩增长利好消息影响，
短线超跌反弹，
短线关注
云服务题材，
短线突破上攻，
中线盘持股
军民融合题材，
短线超跌反弹，
短线关注
锂电池题材，
短线企稳超跌反弹，
差价操作
大数据题材，
短线企稳突破年线，
中线盘持股
医疗互联网题材，
短线维持反弹走势，
持股
云服务题材，
短线企稳转入反弹，
持股
医疗信息化题材，
短线维持反弹走势，
持股
智能制造题材，
短线突破上攻，
中线盘持股
大数据题材，
短线维持反弹走势，
关注年线反压，
短线关注
网络安防题材，
短线企稳反弹，
中线盘持股
大数据题材，
短线企稳转入反弹，
中线盘持股
网络安全题材，
短线企稳反弹，
中线盘持股
大数据题材，
短线维持反弹，关注年线反压，
持股
新零售题材，
短线突破上攻延续反弹，
持股
新零售题材，
短线企稳反弹，
持股
互联网金融题材，
短线企稳强势调整，
持股
安防龙头及人工智能题材，
短线企稳反弹，
中线盘持股观望
芯片题材，
短线企稳反弹，
中线盘持股
锂矿题材，
短线企稳超跌反弹，
差价操作
周期化工股，业绩增长预期，短线企稳维持高位强势调整，中线盘持股观望
小金属题材，
短线暂维持高位大平台整理，
中线盘持股
网络安全题材，
短线企稳转入反弹，
关注年线反压，
短线关注
业绩增长预期，
短线企稳反弹，
中线关注
互联网金融题材，
短线企稳反弹，
差价操作
智慧医疗题材，
短线超跌反弹，
短线关注
产品涨价业绩增长预期，
短线企稳反弹，
差价操作
军工主题，
短线超跌反弹，
差价操作
军工主题，
短线超跌反弹，
差价操作
智能制造题材，
短线企稳暂维持高位平台整理，
中线盘持股
军工主题，
短线超跌反弹，关注年线反压，
差价操作
重组被否复牌后延续调整走势，
观望
人工智能龙头，
短线企稳反弹，
中线持股

止损止盈点
止损位 16.00元
止损位 9.00元
止盈位 7.00元
止盈位 30.00元
止损位 24.00元
止损位 13.00元
止损位 10.00元
止损位 12.50元
止损位 7.00元
止损位 12.00元
止损位 25.00元
止损位 19.50元
止损位 11.00元
止损位 19.50元
止损位 27.50元
止损位 20.00元
止损位 7.50元
止损位 12.80元
止损位 24.00元
止损位 34.50元
止损位 35.60元
止损位 35.00元
止损位 55.00元
止损位 18.00元
止损位 85.00元
止损位 9.00元
止损位 15.00元
止损位 16.00元
止损位 7.80元
止损位 9.50元
止损位 23.00元
止损位 8.20元
止损位 26.00元
止损位 11.00元
止损位 9.00元
止盈位 65.00元

该股在本栏目 2017年 7月 27日盘中大单及价格异动篇中以 *列出并在近六个月来连续在本栏目以
***列出重点关注并跟踪至今。该股 27日盘中大单异动，盘口显示大资金持续增持，中期反弹有望延续，故加 *列出关注。
近年公司为企业服务进入云化互联创新时期，用友 3.0两步战略转型，目前企业 IT进入直接创造价值发展阶段，将推动商
业新模式形成，商业模式将打破企业原来封闭的边界和经营要素，对企业管理提出新的需求，进而对企业 IT系统提出全新
的要求，相应的管理软件从信息化架构向互联网架构转变，企业服务将进入云化互联新时期，同时劳动力成本提高和消费升
级将倒逼企业信息化支持，国家建设数字经济的顶层战略推动企业上云。在此背景下，公司两步走战略转型 3.0，其中软件公
司向云服务转型，不仅打开新的市场空间，并奠定第二步转型基础。此外，云服务向企业大数据转型，开拓增值业务。公司作为
国内 ERP软件龙头厂商，在云时代有望成为企业互联网龙头，随之 B端数据在平台汇集，卡位优势凸显。目前公司已经系统布
局金融牌照，同时与银行和企业等合作伙伴一起探索实验企业金融等服务，通过闭环企业数据，有望拓展金融等增值业务，
预计公司 2017-2019年每股收益为 0.25元、0.35元、0.42元。公司作为云服务及互联题材主题个股，近期逆市企稳转入反弹，
大资金持续介入明显，短线突破上攻，中期空间被有效打开。实战操作中可关注 24.00元支撑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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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仓位
持优质股迎接新春佳节
周一强势的创业板指昨天有所休整， 但周一休整的金
融地产股成为昨天 A 股市场的涨升引擎。 看来，在缺乏增
量资金进场的大背景下，是难以出现持续涨升的热门板块，
或者说热点延续度较差。

两个担忧制约参与者加仓意愿

就目前来看，增量资金不
愿进场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是长假期间外围市场
的波动。毕竟 2月以来 A股
市场急跌，与美股高台跳水
有着一定的关联。至少可以
讲，美股的高台跳水放大了
市场参与者的担忧情绪，加
大了 A股的波动幅度。未来
几天，A股进入春节放假周
期，但欧美股市依然正常交
易。所以，市场参与者担心春
节期间外围市场再度波动，

因此，不愿意加大仓位。
二是资管新规，这是目
前市场参与者最为担心的大
问题，毕竟此新规将重塑金
融行业格局，进而对 A股市
场所背靠的资金面产生实质
性的影响。近期关于信托持
股计划、大股东质押爆仓大
多与此有关。随着时间推移，
甚至有分析人士推测，资管
新规在全国“两会”前会发
布。因此，观望等待的情绪就
成为市场主流。

A 股后续走势不宜过于悲观

这些担忧的确不是杞
人忧天。体现在盘面中，就
是市场缺乏强有力的持续
买盘，导致热点延续力度不
强。周一强势的创业板指，
昨天冲高受阻。而昨天早盘
强势的金融地产股，在午市
后就上攻乏力，纷纷拉出上
影线，折射出市场参与者的
担忧情绪。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A
股市场会重返暴跌之路。一
是 A股近期已大幅回落，提
前对这些信息作出了较为悲
观的预期。一旦预期成为现
实，反而利空出尽是利多。二
是这些因素再度叠加出现的
概率不大。毕竟美国经济增
长势头强劲，美股再度持续
急跌概率不大。
与此同时，从近期 A股
调整后各方反应看，应对措施
■直击 IPO

也相对正面。比如一周一次的
IPO信息暂时中断，再比如控
股股东纷纷增持或上市公司
回购，都有望平息参与者情
绪，对资管新规的恐惧也会有
所削弱，所以，春节后的 A股
走势不宜过于悲观。
当然，不悲观并不等于
过于乐观。在当前操作中，需
要控制仓位，仓位不宜超过
7成。在仓位配置上，一定要
选择优质股。这里的优质股
有两个含义，一是管理层相
对扎实的个股。包括部分估
值低企的蓝筹股、白马股。二
是在近期大股东增持和上市
公司回购的个股，这些公司
的大股东或者管理层对二级
市场股价走势相对在意，有
望在后续有进一步的呵护措
施，从而带来股价的活跃预
期。 金百临咨询 秦洪

华夏航空今日网上发行

20.64.元
网上发行
1215万股，发行市盈率 22.99
倍。申购代码为 002928。
经营信息： 公司是目前
我国唯一一家长期专注于支
发行价：
发行信息：

线航空运输的独立（与其他
任何航空公司均无投资或被
投资关系）航空公司。
机构估 值 ： 预计公司
合理价格区间为 39.22元
至 43.34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