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8

证券 投资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0.55%
收盘 3271.67 点
成交 1934.8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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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
-0.69%

-0.94%
收盘 10904.99 点
成交 2349.94 亿元

收盘 1785.27 点
成交 699.14 亿元

年线压力有点大
基本面背景

1、上周，中国资本市场新增投资者
数量 30多万户，其中自然人新增 30.72
万户，非自然人新增 0.04万户。截至上
周末，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数量已达
13606.27万，其中自然人 13569.71万，
非自然人 36.56万。
2、中金公司发布报告称，银监会将
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 150%下调至
120%至 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
2.5%调整到 1.5%至 2.5%，新拨备政策
的目的在于降低优质银行监管成本，鼓
励银行加快不良资产的确认及处置，提
高中资银行资产负债表披露的真实性，
降低投资者对资产质量的担忧，中长期
利好银行股估值的提升。
3、统计显示，已披露 2017年年报
的上市公司中，有 13家公司前十大股
东中出现券商身影。其中，方大碳素、岱
勒新材、江化微 2017年全年涨幅超过
100%，南山铝业、新纶科技、科森科技
2017年涨幅也超过 20%，可为券商贡
献较大投资收益。
机构看市

昨日，上证综指冲高回落，午后由
红翻绿，盘中失守年线在内的多条均
线，回踩至 5日均线附近，随后保持弱
势震荡。深市三大股指震荡下探，午后
跌幅扩大，题材板块热度有所下降。
巨丰投顾： 短线多条均线粘合，年
线位置反复下成交量有所萎缩，等待方
向选择。创业板的整理在预期之内，尤
其是年线位置的压力比较大。但目前创
业板基本面良好，业绩回升势头较强，
回调空间比较有限，更多属于洗盘行
为。主板前日放量站上年线，短线下行

风险不大，部分低估值、有业绩支撑的
股票仍是市场的主角，可继续关注。
源达投顾： 昨日，上证综指回踩 5
日均线，量能萎缩，在强势上涨后出现
冲高回落整固的情况，主要是为了日后
能顺利突破进行蓄势，预计后市将继续
争夺年线。创业板指出现重心下移的情
况，显现上方年线的压力明显，但只要
短线均线系统仍是多头排列，趋势就不
会逆转。
中证投资： 上证综指近期震荡攀
升，一举冲破 3300点整数关口，但由于
量能配合不足，导致股指回调，并展开
拉锯战，短线或维持在 3250点至 3350
点区间震荡整理。创业板指在连续反弹
后，缩小了与主板指数之间的差距，但
受到上方 1800点整数关口以及年线的
双重压制，最终震荡回调。独角兽概念
股的热度逐渐减弱，对创业板指的攀升
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博星投顾：前日上证综指站上年线，
创业板指也到达年线附近，此时出现多
空力量的互相绞杀，围绕年线震荡是正
常的。目前大盘处于盘整蓄势阶段，中期
向上的趋势不变。随着一季报数据的披
露、相关政策的落地，向上行情有望再度
展开。创业板指在前期触底反弹后，交易
机会多了不少，尤其是独角兽概念股更
是成为短期资金追逐的对象。
宁波海顺： 在量能不济的情况下，
上证综指想要有效站稳 3300点整数
关口还是比较难的，最终冲关未果，反
而失守年线。由此可见，上证综指目前
调整的时间跨度尚显不足，仍需进一步
震荡巩固。创业板指则受到年线与半年
线的双重压力，预计短线还会以震荡回
调为主。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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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电力行业
印刷包装
综合行业
医疗器械

电子信息
电子器件
生物制药
钢铁行业

4.53 亿元
1.29 亿元
1.11 亿元
0.64 亿元

-25.81 亿元
-14.07 亿元
-11.97 亿元
-11.06 亿元

今日出场：赵文

■操盘手日志

证券名称

北京晨报

异动状况

操作价值分析

止损止盈点

全日成交量 963万股，换手率 38.53% 成交量放大 2.5倍，涨停附近带量震荡，短线谨慎持股 止损位 32元
全日成交量 1421万股，换手率 18.45%成交量放大 2.3倍，反弹受阻，继续观望
止损位 11.70元
集合竞价以 230万股高开 9.68% 高开低走，反弹结束，继续观望
止损位 5.80元
集合竞价以 166万股高开 10.02% 下降通道中的反弹，冲高后减仓
止损位 10元
9:30连续出现 200万股的买单
反弹转入高位震荡，谨慎持股
止损位 4.85元
9:30连续出现 20万股的买单
超跌反弹，前期平台阻力较大，谨慎持股
止损位 7.40元
9:30连续出现 10万股的买单
下降趋势，技术性反弹，继续观望
止损位 5.10元
盘
9:30连续出现 20万股的买单
超跌反弹，上升受阻，短线减仓
止损位 9元
中
9:32连续出现 6万股的买单
超跌反弹，短期空间有限，冲高后减仓
止损位 6.10元
9:33连续出现 6万股的买单
宽幅震荡，波段操作
止损位 16元
大
9:33连续出现 2万股的买单
医药股，加速上攻，继续持股
止损位 40元
单
9:39连续出现 3万股的买单
超跌反弹行情，冲高后减仓
止损位 15.50元
及
9:40连续出现 6万股的买单
信息安全行业，宽幅震荡，构筑底部，密切跟踪
止损位 10.50元
价
9:40连续出现 3万股的买单
放量脱离底部，中线继续持股
止损位 30元
格
9
:
4
5连续出现
3万股的买单
弱势反弹，
成交量不足，
维持观望
止损位
10.50元
异
9:48连续出现 10万股的买单
宽幅震荡，筑底阶段，保持跟踪
止损位 6.60元
动
9:49连续出现 3万股的买单
超跌反弹，冲高后减仓
止损位 9.20元
10:26连续出现 2万股的买单
次新股，股价回升，突破前期整理平台，短线持股
止损位 46元
10:28连续出现 10万股的买单
汽车行业，业绩支撑股价长牛，继续持股
止损位 32元
10:51连续出现 30万股的买单
超跌反弹行情，冲高后减仓
止损位 5元
13:00连续出现 50万股的买单
下跌趋势中的反弹，维持观望
止损位 4.80元
13:16连续出现 20万股的买单
反转走势，短线累计涨幅过大，逢高减仓，波段操作
止损位 8.80元
14:44连续出现 100万股的买单
二次反弹，底部有待进一步确认，继续跟踪
止损位 6.80元
14:59连续出现 3万股的买单
技术性反弹，维持观望
止损位 12.20元
14:56连续出现 1万股的买单
技术性反弹，维持观望
止损位 18元
（600596）新安股份：该股在2月 27日的本栏目中加“**”列出关注。公司是国内第二大有机硅单体生产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除草
连 剂草甘膦生产企业之一，目前拥有 29万吨权益有机硅单体产能和 8万吨草甘膦产能。伴随农药行业和有机硅行业逐步走出低谷，
续 D
MC价格从 2016年的 12700元 / 吨反弹至 29000元 / 吨，近期报价更是达到 30000元 / 吨。2018年全球有机硅单体消费量将达
星 506万吨，与全球约 465万吨的产量相比，2018年和 2019年将出现约 40万吨左右的供给缺口，价格将大概率攀升。公司具备“金属
级 硅 -有机硅 -有机硅深加工产品”的完备产业链，有机硅单体权益产能为 29万吨，2017年搬迁和产线联产并线调试和相关认证工
股 作，从 2018年开始，公司的有机硅单体产能将会满产。公司旗下的江南化工有机硅单体二期项目已经开建，建设期为 2年，将于
追 2019年底建成投产，15万吨产能达产后，公司将成为国内有机硅最大生产企业。受益于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公司预计 2017年实
至 610%。预计今年有机硅价格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司产能也将满产，公司
踪 现归母净利润 5.12亿元至 5.51亿元，同比增长达 560%
业绩有望保持高速增长。该股股价步入大波段震荡上升趋势，可关注 13元附近的支撑力度，中线波段操作。
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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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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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14友迅达
603321梅轮电梯
600869智慧能源
002068黑猫股份
*600868梅雁吉祥
600770综艺股份
300063天龙集团
002432九安医疗
000518四环生物
*002863今飞凯达
**300347泰格医药
600749西藏旅游
**300369绿盟科技
300451创业软件
600619海立股份
*300002神州泰岳
600620天宸股份
300707威唐工业
**600104上汽集团
000543皖能电力
002702海欣食品
000735罗牛山
000514渝开发
600768宁波富邦
002723金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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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优质股的上升通道
昨日，沪深股市冲高受阻。其中，上证
综指早盘受银行股拉升的影响有所走高，
但市场追涨意愿不强，地产股和钢铁股更
是纷纷走低，导致大盘震荡回落，尾盘更有
跳水的迹象，表明短线压力有所增强。
市场参与者的追涨意愿不强，主要源
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热点延续度不强。
周二领涨热门钢铁、煤炭和地产，在周三就
受阻回落。前期一直走强的军工股也在周
三盘中出现大幅调整。另一方面，新股与次
新股迅速降温，近期屡屡出现新股上市两
三个涨停后就中止一字板的现象，说明目
前存量资金略显不足，也不够活跃。
A股近期难以持续走强，主要是因为
缺乏清晰、持续的涨升主线。近两年 A股
走势显示，大盘除了上升趋势和下跌趋势
外，还有箱体震荡运行格局。2017年，上证
综指就在一个清晰的箱体内震荡，箱顶是
3500点，箱底是 3000点，目前仍未脱离该
箱体震荡整理的格局。目前上证综指已处
在箱体中枢附近，说明股指进一步下跌的
空间有限，难以出现持续杀跌。
近期市场虽然缺乏清晰、持续的上涨主

线，但部分行业的优质股仍然运行在清晰的
上升通道内，部分个股甚至创出复权价新
高，如医药股中的科伦药业（002422）、济川
药业 （600566） 等 。 另 外 ，华 海 药 业
（600521）、复星医药（600196）、泰格医药
（300347）等个股近期也纷纷收复 2018年
初的下跌失地，运行在上升通道内。这说明，
只要行业趋势确定、成长趋势确定，仍会吸
引实力机构的关注。类似的个股或行业还有
包括军工、TMT等概念股。
综上所述，短线 A股固然冲劲减弱，
但进一步下跌空间不大。在操作上，可从估
值、产业趋势、产业政策等角度出发，寻找
这些角度叠加在一起的优质股，尤其是运
行在上升通道的优质股。
金百临咨询 秦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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