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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0.49%
收盘 3310.24 点
成交 2023.7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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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

-0.88%

-0.52%

-0.75%
收盘 11241.41 点
成交 2999.84 亿元

沪深 300

收盘 1872.68 点
成交 1002.12 亿元

收盘 4091.25 点
成交 1411.7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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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农林牧渔
电器行业
家电行业
陶瓷行业

生物制药
电子器件
金融行业
有色金属

2.71 亿元
2.01 亿元
0.59 亿元
0.21 亿元

-22.38 亿元
-15.77 亿元
-11.47 亿元
-11.35 亿元

股指围绕年线震荡
基本面背景

1、华润信托发布的数据揭示了私
募基金 2月份调仓换股踪迹。其中，2
月仓位增加较大的行业是电子行业，
食品饮料行业则首度被绩优私募基金
减持。
2、农业银行公告称，拟向汇金公
司、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上海海
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维资本、中
国烟草总公司湖北省公司、新华保险
等 7名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合计不
超过 274.7253亿股，募资规模不超
过 1000亿元。如果此次定增预案最
终实施，将成为 A股史上最大规模的
再融资。
3、八一钢铁的 2017年年报显
示，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167.57亿元，
同比增长 69.44%；实现净利润 11.68
亿元，同比增逾 30倍；基本每股收益
1.524元。公司拟每 10股转增 10股。
机构看市

昨日，沪深股指震荡走低，中小创
股票大多冲高回落。盘面上，银行、农
林牧渔、交通设施等板块涨幅居前；保
险、酿酒、造纸等板块跌幅居前。
巨丰投顾： 近期市场热点集中在
创业板上，在连续突破年线及下降通
道后，创业板指的回踩比较正常，反而
是低吸机会。但主板指数短期仍有反
复，可重点关注两方面热点：一是创业
板中前期滞涨或涨幅较小、业绩支撑
明显的个股；二是伴随“独角兽”概念
飙升的科技股，在回调后仍可低吸做
差价。
源达投顾： 上证综指近期在年线
附近展开震荡，日 K线已回补前期的
跳空缺口，下方的强势支撑并未破坏。

深证成指在经过连续上涨后也展开调
整，但均线系统并未走坏。创业板指昨
日午后冲高回落，但日 K线的上涨趋
势犹在，只不过 1900点整数关口的
压力有点大。目前 A股处于前期热点
“独角兽”概念股等暂时熄火的状态，
市场人气难免受到打击。短期来看，震
荡行情仍将延续。乐视网涨停，带动超
跌概念股爆发式反弹，有望成为下一
步市场追捧的焦点。
容维证券：上证综指上方面临 30
日和 60日均线的压制，近期成交量虽
然小幅放大，但未能超过 2500亿元，
显示上攻动能明显不足。中小板指和
创业板指数走势较强，已成功突破年
线压力，并伴随量能的放大。但因前期
拉升速度过快，获利盘开始回吐，表现
在个股上就是热点分化，创业板指短
线有震荡整固的需求，局部热点仍将
围绕工业互联、独角兽概念展开。
中证投资： 上证综指经过三连阳
后，在前期反弹高点 3340点处和 30
日均线受到双重压力，因此出现震荡。
但昨日的下跌过程中出现缩量，说明
市场抛压并不显著。经过充分的震荡
整理后，上证综指仍有望运行在中期
上行通道内。近期表现抢眼的创业板
也展开调整，一度回补前期的跳空缺
口，但风险并未加剧，结构性机会依然
存在。
博星投顾： 上证综指再次在上升
通道下轨附近受到支撑，虽然昨天全
日弱势震荡，但多方控盘力度良好，
3335点压力位虽然没有突破，但小
阴线并未改变此前的强势格局，本周
仍可关注 3335点能否突破。在此之
前，可保持中等仓位，静待震荡期的
结束。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今日出场：黎明

■操盘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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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盘
异动

000810创维数字
002175东方网络
600804鹏博士
000530大冷股份
300066三川智慧
**600728佳都科技
*300078思创医惠
**300353东土科技
**300377赢时胜
*002129中环股份
**002340格林美
**603993洛阳钼业
***603986兆易创新
***000977浪潮信息
***300226上海钢联
**300287飞利信
***002230科大讯飞
***002268卫士通
***603019中科曙光
***002095生意宝
***300251光线传媒
***600845宝信软件
***600460士兰微
***600570恒生电子
***002049紫光国芯
300678中科信息
***300236上海新阳
*601668中国建筑△
***300166东方国信
***300170汉得信息
***300474景嘉微
*300386飞天诚信
***600588用友网络
***300124汇川技术
***300296利亚德
*300228富瑞特装
*002249大洋电机

异动状况

操作价值分析

止损止盈点

全日成交量 1414万股，换手率 1.47% 成交量放大 2.84倍，短线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全日成交量 7253万股，换手率 13.69%成交量放大 2.85倍，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集合竞价以 280万股涨停开盘
重组预期，复牌后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集合竞价以 3517万股涨停开盘
短线超跌反弹，关注年线反压，差价操作
9：31出现单笔 255万股买单
物联网题材，短线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9：31出现单笔 316万股卖单
人工智能题材，连续反弹后强势调整，中线持股
9：31出现单笔 241万股买单
人工智能题材，短线补涨反弹，关注年线反压，差价操作
9：31出现单笔 1423万股买单
工业互联网题材，短线维持反弹，持股
9：31出现单笔 87万股卖单
互联网金融题材，短线有突破上攻迹象，中线持股
9：32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半导体题材，短线补涨反弹，差价操作
9：32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小金属题材，短线突破上攻，延续反弹，持股
9：33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小金属题材，短线突破上攻后强势调整，中线持股
9：33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芯片题材，短线股价创新高，持股
9：33连续出现 4万股买单
人工智能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9：34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互联网金融题材，短线突破上攻，延续反弹，持股
9：35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大数据及物联网题材，短线维持反弹，持股
9：35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人工智能龙头，短线维持反弹，中线持股
9：35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网络安防题材，短线突破上攻，中线持股
9：37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芯片及人工智能题材，短线维持上攻，面临突破，持股
9：4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互联网金融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9：44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传媒题材，短线突破上攻，延续反弹，持股
10：05连续出现 2万股卖单
工业互联网题材，短线转入高位震荡整理，中线持股观望
10：08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半导体题材，短线创新高后强势调整，中线持股
10：17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互联网金融题材，短线企稳反弹，持股
10：24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芯片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10：28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次新股，短线维持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10：37连续出现 4万股买单
半导体题材，短线维持反弹，持股
11：05连续出现 4万股卖单
权重股，短线延续震荡整理，观望
13：05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大数据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13：06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工业互联网题材，短线强势调整，中线持股
13：58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芯片及军民融合题材，短线维持反弹，持股
14：01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区块链题材，短线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14：05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工业互联网及云服务题材，短线强势调整，中线持股
14：1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智能制造题材，短线突破上攻，中线持股
14：50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业绩高增长，短线上攻，股价创新高，持股
14：59出现单笔 36万股卖单
燃料电池题材，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14：59出现单笔 43万股卖单
燃料电池题材，短线维持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6.30元
止损位 8元
止损位 15元
止损位 5.60元
止损位 4.20元
止损位 8.80元
止损位 9.50元
止损位 15.80元
止损位 13元
止损位 8.80元
止损位 6.80元
止损位 7.80元
止损位 170元
止损位 19元
止损位 58元
止损位 8元
止损位 54.80元
止损位 24元
止损位 45元
止损位 45元
止损位 12元
止损位 23元
止损位 14.50元
止损位 47元
止损位 43元
止损位 50元
止损位 30元
止损位 8.50元
止损位 15.80元
止损位 13.80元
止损位 46元
止损位 15元
止损位 35元
止损位 30元
止损位 21元
止损位 9元
止损位 6元

该股在去年 2月 21日的盘中大单及价格异动篇中以“*”列出关注，并在去年 7月 4日、8月 15日、11月 2日作为星
级股重点撰文介绍，在近一年来连续以“***”列出重点关注并跟踪至今。公司是国内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的领跑者，在中文语音市场份额
超过 70%，在感智智能领域中的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技术在全球领先，其语音合成功能已实现全新的基于深度学习的语音合成系统，显著
提升了合成语音的自然度和表现力，是业内唯一能够实现应用场景达到实用门槛的中文语音转写系统，并向国际通用多种语言拓展。2017
年，公司在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摘取七项国际第一，提升了公司在产业中的领先地位，被国家认定为人工智能四大平台之一，成为
第一个获批建设国家认智领域重点实验室。另外，公司在教育医疗等领域以最好的算法、最好的数据、最好的专家构建了应用壁垒。在教育
业务上，公司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旗下的智学网在全国 1万家学校使用，增值服务已开始产生利润。在医疗领域，公司掌控国
内顶级的专家资源，用感知智能语音识别技术解决了门诊电子病例的问题，用认知智能的讯飞超脑实现对病症机器的辅助诊断，医疗影像
获得全球最好成绩。截至 2017年底，公司开放平台覆盖国内 60%以上的 AI开发团队，合作伙伴达 51.8万家，同比增长 88%，平台终端同比
增长 93%。公司在教育、智慧城市等赛道保持优势的基础上，持续拓展司法、医疗等重点行业业务，并逐步进入收获期。预计公司 2018年至
2019年每股收益可分别达到 0.67元和 1.18元。该股作为一只人工智能龙头企业，近期股价企稳，结束波段整理后再度上攻。在实战操作
中，可关注 55.80元的支撑力度，中线盘持股，大波段操作。

（002230）科大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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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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击 IPO

三只新股今日网上发行

荩湖南盐业：发行价 3.71 元

发行总数 15000万股，拟募
资 5.57亿元；其中网上发行 4500万股，发
行市盈率 22.99倍。申购代码“730929”，发
行价 3.71元。
经营信息：公司主营盐及盐化工产品的
生产、销售，主要产品是食盐、两碱用盐、小
工业盐、芒硝。
机构估值： 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7.05
元至 7.79元。
发行信息：

元至 15.06元。
荩宏川智慧：发行价 8.53 元
发行信息：发行总数 6083万股，拟募资
5.19亿元；其中网上发行 2433万股，发行市
盈率 22.97倍。申购代码“002930”，发行价
8.53元。
经营信息：公司主要从事各类液体化学
品、油品的码头装卸及仓储业务。
机构估值： 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16.21
元至 17.91元。

荩彩讯股份：发行价 7.17 元

方正证券 赵旭峰

发行信息： 发行总数 4001万股，拟募
资 2.87亿元；其中网上发行 1200万股，发
行市盈率 22.98倍。申购代码“300634”，发
行价 7.17元。
经营信息：公司是一家产业互联网技术
和服务供应商。
机构估值： 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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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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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劲松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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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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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维乐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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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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