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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有色金属
造纸行业
煤炭行业
印刷包装

家电行业
化工行业
商业百货
房地产

6.21 亿元
4.83 亿元
4.49 亿元
3.57 亿元

-27.44 亿元
-25.57 亿元
-25.54 亿元
-23.16 亿元

大盘将以时间换空间
板和次新股，运行到目前的阶
段，多多少少出现一些压力，横
1、上周五下午到晚间，沪深
向整理也合情合理。不过横向整
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收购及股
理完之后必定要进行方向选择，
份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业务指引
所以在当下市场方向没有明确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范投资
的时候，保持一份谨慎的态度是
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收
有必要的。不过，在震荡过程中
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
有一类股机会还是比较明显。由
信息披露行为。新规之下，“买而
于当下正值一季报披露期，市场
不举”、“蒙面举牌”、“快进快出收 本周机构研判
对于业绩的关注度又将提升，也
割韭菜”等现象将大为受限。
就是说只有业绩大涨的品种才
上周五，三大股指早盘高开 会在大盘震荡的过程中有逆势
2、海南拟建国际自贸区和自
贸港。对此，多家公司回应在海南 低走，午盘拉升后震荡下跌，尾盘 表现。
业务情况。欣龙控股称，在海南老 微幅拉升。盘面上，软件、半导体、
源达投顾：上证指数整体依
城经济开发区拥有的近 1000亩 云计算等科技股和煤炭股涨幅居 然举步维艰，市场震荡明显加
土地证载尚为工业用地。在联营 前，海南旅游、仿制药、创新药等 剧，目前又回到了前期 3100点
企业欣龙丰裕实业名下的 173亩 板块跌幅居前。
至 3200点震荡区间内。从小级
湘财证券： 近期大盘整体来
土地为商住用地；东华软件称，
别看，短期指标已经出现超卖，
2014年与海南省政府战略合作 说处在震荡整理状态中，作为多 因此下探的空间已然不大，后
起，开始布局海南大数据和大健 头近几个月 A股主战场的创业 期将有反弹的诉求。上周五创
上周要闻回顾

康产业，下个 5年将加大投入迅
速形成产出能力；安通控股称，去
年在海口港吞吐量已突破 100万
标箱；安控科技称，正努力借助海
南当地优惠政策积极拓展业务。
3、继 A股、B股、CDR后，D
股来了！在 A股市场拥有千亿市值
的青岛海尔要去中欧交易所发 D
股，或成为首家发行 D股的公司。

估值国际接轨
在裂变中寻找成长股

金百临咨询 秦洪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主板短线进一步回调空间有限
题，近期资金介入企稳维持反
弹，故上调操作评级转入“**”。
上周新增星级股榕基软件、拓尔
300122 智飞生物 医疗制造
思、凯利泰、欧普康视、洽洽食
002624 完美世界 文化传媒
603658 安图生物 医药制造
品、中海达、中国卫星、智度股
603707 健友股份 医药制造
份、
杰瑞股份、盛屯矿业、海峡股
002383 合众思壮 通讯行业
份、陕国投等，上述个股属国产
002465 海格通信 通信行业
300098 高新兴 安防设备
软件、医疗器件、消费、北斗、传
002474 榕基软件 软件服务
媒、
油服、小金属、区域经济、多
300229 拓尔思 软件服务
元金融等主题，
近期资金介入明
300326 凯利泰 医疗行业
300595 欧普康视 专用设备
显企稳补涨反弹或延续中期行
002557 洽洽食品 食品行业
情，故加 *列出短线关注。
300177 中海达 通讯行业
上周本栏减星级股为“*”短
600118 中国卫星 航天航空
线股华力创通、万向德农、雄韬
000676 智度股份 电子信息
002353 杰瑞股份 机械行业
股份、大洋电机、黄河旋风、伊
002320 海峡股份 港口水运
之密等，上述个股经过前期波
600711 盛屯矿业 有色金属
段反弹后短线转入波段整理，
000563 陕国投 多元金属
300045 华力创通 软件服务
故暂取消星级评级。
600371 万向德农 农牧饲渔
上周主板市场呈现反弹冲
300415 伊之密 机械行业
高受阻震荡整理走势。从市场
002733 雄韬股份 电子元件
层面看，主板市场受博鳌亚洲
002249 大洋电机 机械行业
600172 黄河旋风 机械行业
论坛释放进一步开放及央行对
沪港通、深港通每日额度提高
上周上证大盘继续呈现震 四倍等利好消息影响，上周初
荡整理走势，预计本周上证大盘 段在部分上证 50权重蓝筹股
短线仍将维持区间震荡整理。 引领下一度反弹，但受央行提
上周本栏继续维持部分重 出做好准备迎接货币政策收紧
点大金融、品牌消费、智能科 新措施最新提法影响，机构资
技、芯片及半导体、5G、生物医 金参与主板反弹态度谨慎，从
疗健康、军工及军民融合、供给 而导致主板反弹量能萎缩，反
侧及国企改革等行业主题中部 弹空间受限。而部分机构在周
分原有重点星级股评级。上周 期蓝筹反弹中继续调仓，但鉴
增星股为原本栏短中线“**”股 于前期上证 50指数在年线位
智飞生物等，上述个股属生物 置初获支撑反弹，且近期有北
医药主题，近期资金介入明显， 上资金介入部分上证 50权中
延续中期行情，故上调操作评 蓝筹股，预计短线其仍在围绕
级转入“***”。而原本栏短中线 年线震荡，短线进一步回调空
“*”股完美世界、安图生物、健友 间有限，主板短线仍将维持区
股份、合众思壮、海格通信、高 间震荡整理走势。
上周两小创受进入一季报
新兴等，上述个股属传媒、生物
医药、北斗导航、物联网等主 业绩期，部分个股将受到业绩
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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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正在发生巨变。比如，受益于
消费升级的中高端化妆品类个股
出现了较为清晰的上升通道，上
海 家 化 (600315)、 珀 莱 雅
(603605)、御家汇(300740)等个
股已形成了清晰的上升通道。再
比如，受益于医疗信息产业投资
的麦迪科技(603990)、和仁科技
(300550)等品种也形成了上升
通道。与此同时，正在向中高端
制造领域挺进的芯片、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相关产业链个股反
复活跃，成为存量资金抱团取暖
的品种。
这就说明了在互联互通、产
业加快开放的大背景下，A股市
场与海外资本市场的估值已经渐
趋接轨，以往同起共跌的格局已
经在 A股市场终结。在未来，只有
优质股才会有股价重心上移的牛
市征途，靠题材、靠资金短线集中
操作驱动的模式已一去不复返。
据此，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
一是针对市场趋势。由于目前 A
股整体估值高于港股，也高于其
他境外发达资本市场。二是在板
块、个股行情机会上，会在估值接
轨的裂变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高
成长优秀品种。因此，在操作中，
固然需要考虑到当前估值接轨的
压力，但更需要考虑的是中国经
济高质量增长、高成长的新兴产
业以及优股股接二连三地出现，
所以仍可积极跟踪那些产业趋势
乐观、估值并不太离谱的优质股。
比如说物联网、5G、医疗信息、仿
制药、券商的龙头品种、人工智
能、军工等品种。

行在年线以上仍是牛市格局，短
期震荡蓄势就是为了后期再度上
攻上方压力平台 1930点左右，
从而打开更大的上行空间。
容维证券： 沪指目前整体走
势相对平稳，市场处于震荡整理
格局，日线 MACD已经形成金
叉，短线有反弹要求，但中长期均
线仍构成较大压力，在目前成交
量水平下很难出现连续上涨走
势，且权重指标股也缺乏连续上
涨的动力，后市大盘将以时间换
空间，震荡筑底，等待时机再起行
情。创业板指上有压力，下有支
撑，股指在上下两个缺口之间弱
势震荡，后市面临着方向性选择。
操作上，可轻大盘重个股，关注一
季报业绩较好、新兴产业板块中
高成长类个股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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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贸易摩擦以及边缘政治
格局的缓和，全球资本市场进入
到复苏反弹周期。但 A股走势却
在近几个交易日出现冲高受阻回
落态势，成交量也进一步萎缩。为
何 A股脱节于渐趋复苏的外围
市场走势呢？
有分析人士认为，可能与资
本市场加快改革开放力度有一定
关联。一方面是在金融领域的改
革开放，意味着目前作为 A股压
舱石的金融股将面临着一定的外
在冲击，估值压力有所增强。尤其
是银行、保险等原先“躺着”挣钱
的行业，在外来竞争的压力下，会
否出现业绩增速下滑的概率？这
些信息的叠加，就使得金融股的
股价压力增强，这也是近期 A股
市场，尤其是上证指数欲振乏力
的核心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则是互联互通的信
息进一步增强。根据 4月 11日
发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
会联合公告》，为进一步完善内地
与香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
将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分别
调整为 520亿元人民币，沪港通
下的港股通及深港通下的港股通
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 420亿元
人民币。这就意味着资本的流动
将加速。由于港股的估值低，且港
股拥有诸多 A股所没有的新兴
优势类上市公司，会使更多内地
资本南下，加剧了 A股资金面压
力。这可能也是近几个交易日，A
股估值较高的创业板指有所回落
的直接诱因。
但是，A股市场内部的估值

业板早盘尝试冲击 10日均线
未果后，随市场整体回落而翻
绿，但相对其他指数已明显强
势，不过这种被动回落里更多的
是差价机会。当前创业板指依旧
用横盘整理来化解风险，说明后
面只要情绪稳定，则有望再度上
涨。鉴于短期四大指数疲势彰
显，资金存量博弈的背景下，投
资难度显著增加，不过个股行情
依旧存在。
博星投顾： 沪指回补前期跳
空缺口后，已经 3天反弹受制于
20日均线，目前仍在 3100点至
3200点区间进行箱体震荡，短期
难言反转。创业板在妖股继续调
整的影响下冲高 10日线受阻回
落，下有支撑 1800点，上有阻力
1900点，目前仍在此区间内箱体
震荡，中线向上趋势不变，只要运

减星级股

证券名称

行业类别

证伪及主板反弹受阻持续弱势
拖累影响，如期继续呈现高位震
荡整理反复确定年线支撑震荡
整理走势，进一步强化并延续周
线级别底部构造。此外近阶段创
业板 ETF继续受到机构资金大
量申购，表明机构资金目前对创
业板位置区域的认可。此外，鉴
于部分创 50成份股业绩拐点
已现，特别是部分医药生物及传
媒在一季度业绩增速贡献明显，
其相关个股中期行情仍可延续。
另外结合近阶段国家高层提出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高度认识科
技工作极端重要性的看法，结合
市场监管层政策红利加速落地
及行业加速成熟背景，新技术、
新消费、新模式等新经济代表行
业将长期看好，故两小创震荡也
为机构投资者提供进一步调仓
科技成长股带来了市场机会，两
小创调整后的中期行情仍可期
待。上周前期受到机构资金增持
国产替代且行业高景气芯片及
半导体、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
大数据相关个股继续呈现高位
抗跌震荡整理走势，故上述个股
短期回调后短中期仍可关注。此
外上周逆周期的军工及军民融
合相关个股在持续反弹后虽出
现震荡整理，但其细分行业龙头
股中期行情仍可关注。从近期市
场操作策略看，主板中品牌消费
白马蓝筹、两小创中得到机构资
金持续增持的具有独角兽存量
特点及具有细分行业龙头稀缺
科技成长股芯片半导体、人工智
能、计算、工业互联网、泛消费的
生物医药新零售、军民融合等相
关个股后市仍值得重点关注。
天财投资 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