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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投资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0.71%
收盘 3169.57 点
成交 1745.91 亿元

2018 年5月17日 星期四

-0.43%
收盘 10701.32 点
成交 2272.95 亿元

创业板指

沪深 300

-0.61%
收盘 1846.67 点
成交 752.26 亿元

-0.80%
收盘 3892.84 点
成交 1065.3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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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生物制药
食品行业
农林牧渔
酿酒行业

电子信息
金融行业
电子器件
机械行业

13.01 亿元
10.94 亿元
7.05 亿元
3.53 亿元

-27.07 亿元
-22.56 亿元
-15.18 亿元
-12.68 亿元

3000 点底部位置是牢固的
场的可操作性将会降低；再结
合近期成交量的持续萎缩，以
1、在债券违约事件频发 及不确定的因素还没有看到趋
的环境下，多家公募基金也 于缓和的迹象，所以将进一步
将采取配置低风险债券、提 助推市场可操作性的降低。短
高信用债评级、强化基本面 期在操作上，建议投资者适当
研 究 和 完 善 风 控 等 多 项 举 控制一下仓位，不要急于追高，
措，多策略应对债市投资信 逐步布局低估值的消费蓝筹和
用风险。
创新成长优质标的，做中长线
2、万科 A连续 7日出现 布局。
大宗交易，昨日成交额 3.3亿
中证 投 资 ： 市场连续多
元，成交价 26.55元，累计金额 日保持震荡走势，促使防御
逾 23亿元。卖方与接盘方均 性板块受到青睐，成交量持
一致，分别为西南证券深圳滨 续维持于较低水平，限制指
河大道营业部和华泰证券上海 数向上突破。短期沪指承压，
武定路营业部。
5日线能否站稳，将影响指
3、停牌多日的三六零终 数后续的走势。而对于创业
于发布了自己的非公开发行股 板指来说，均线排列格局良
票预案并于昨日复牌，其计划 好，短期趋势向好，指数多日
向不超过 10名特定投资者， 围绕 1850点关口附近震荡，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3.52亿股 待量能有所放大后反弹行情
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将继续。
107.94亿元。
科德投资： 短线来看，主
板市场面临着来自技术面的
机构看市
挑战。目前上证综指上方面临
沪深两市昨日跳空低开， 着 3月 26日跳空低开缺口上
随后弱势震荡，创业板走势略 沿的压力。短线来说若要回补
强于沪指，盘中一度翻红。午 这个缺口，需要成交量做出更
后两市维持低位，临近尾盘指 大的支持。从这两天的交易状
数出现放量下挫。盘面上，医 况来看市场的成交量还没发
药、食品、白酒等消费板块领 生根本性增长，所以短线来看
涨，金融、周期、黄金等板块翻 压力还在。另外，现在市场面
绿调整。
临着权重板块青黄不接和创
天信投顾： 随着沪指昨日
业板涨幅过高的双重问题，在
的一根跳水阴线跌破了相关均 权重股能够接棒之前预计指
线的支撑，再加上股指存在的 数还是有调整的压力。另外，
技术性调整的需求，短期内市 创业板当中一些前期涨幅较
基本面背景

大的板块的回落预计也会对
市场形成影响，因此这个时间
段首先要防止高估值个股的
回落。
博星投顾： 受隔夜美股大
跌的拖累，沪指昨日早盘低开，
之后震荡上行，午后在 60日
均线位置再次受到压制，又掉
头向下。经过之前 9个交易日
的反弹周期后，沪指上方面临
3200点至 3220点重压力带
以及 60日均线的压制，而成
交量低迷，短线回调的概率加
大，操作上注意控制仓位，关注
下方小双底颈线位置 3135点
附近的支撑。创业板指数未能
延续前日的强势，但下方有 10
日均线等短期均线的支撑，向
上反弹的技术形态未变，后市
向上攻击 1900点关口是大概
率事件，需重点关注量能能否
有效放大。
容维证券： 昨日上证指数
小幅下跌，收盘时指数在 5
日均线之下，MACD红柱比
前一交易日有所缩 短 ，KDJ
指标在超买之后昨日拐头向
下，说明目前市场短期存在向
下探底的要求，但中线看股指
没有大幅下跌的空间，3000
点底部位置是牢固的，目前大
盘处于筑底之后、行情启动初
期的阵痛期，或将反复折腾、
欲涨还跌，后市只有成交量有
效放大之后才会走出一波强
势行情。

今日出场：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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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动状况

603499翔港科技 全日成交 904万股，换手率 36.17%
300731科创新源 全日成交 1149万股，换手率 52.24%
603036如通股份 集合竞价以 1734300股高开 9.99%
300255常山药业 集合竞价以 2217000股高开 10.00%
002823凯中精密 9:30连续出现 100000股的买单
002404嘉欣丝绸 9:30连续出现 500000股的买单
***002007华兰生物 9:30连续出现 60000股的买单
**002888惠威科技 9:30连续出现 60000股的买单
***600161天坛生物 9:30连续出现 60000股的买单
*603701德宏股份 9:33连续出现 20000股的买单
*603718海利生物 9:36连续出现 30000股的买单
***002466天齐锂业 9:36连续出现 60000股的买单
***000636风华高科 9:37连续出现 60000股的买单
*600132重庆啤酒 9:42连续出现 20000股的买单
**300705九典制药 9:45连续出现 50000股的买单
*603858步长制药 9:48连续出现 60000股的买单
*000735罗 牛 山 9:49连续出现 1000000股的买单
**300555路通视信 9:53连续出现 60000股的买单
*600737中粮糖业 10:13连续出现 200000股的买单
***000960锡业股份 10:47连续出现 50000股的买单
603777来 伊 份 13:15连续出现 100000股的买单
002847盐津铺子 13:18连续出现 60000股的买单
**600085同 仁 堂 13:52连续出现 40000股的买单
000802北京文化 14:53连续出现 30000股的买单
600080金花股份 14:57连续出现 10000股的买单

操作价值分析

止损止盈点

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放大 3.24倍，反弹受阻，上档阻力较大，减仓
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放大 9.30倍，高开放量重挫，反弹结束，减仓
石油采钻设备商，短期反弹行情，继续持股
利好刺激股价涨停开盘，前期蓄势充分，继续持股
高开低走，成交过于放大，短线减仓
放量冲高回落，短期阻力较大，减仓
血液制品龙头，爆发式上攻，股价接近前高压力，短期减仓，中线波段操作
次新股，上攻阶段，短期持股
血液制品龙头，股价脱离底部阶段，中线持股
汽配行业，短期反弹行情，继续持股
生物制药板块，反弹走势，短期持股
锂资源龙头，宽幅震荡筑底阶段，中长线持股
电子元器件行业，受益行业高景气度，中线持股
资产注入预期，加速冲刺阶段，短期持股
医药股，高转增预案，短期持股
医药股，反弹行情，短期持股
海南板块，股价加速阶段，短期持股
智慧物联概念，脱离底部加速上攻，继续持股
震荡筑底阶段，继续保持跟踪
有色板块，触底回升阶段，中线持股
零食连锁龙头，反弹行情，短期持股
食品行业，股价脱离底部阶段，短线持股
医药股，加速上攻阶段，继续持股
尾盘上涨，脉冲式反弹，继续观望
医药股，波段性反弹行情，上档压力较大，谨慎持股

止损位 27.80元
止损位 36.80元
止损位 18.00元
止损位 7.60元
止损位 16.10元
止损位 7.10元
止损位 35.00元
止损位 28.20元
止损位 28.20元
止损位 20.00元
止损位 13.00元
止损位 56.00元
止损位 14.00元
止损位 29.00元
止损位 27.00元
止损位 53.00元
止损位 11.50元
止损位 13.00元
止损位 7.50元
止损位 13.50元
止损位 24.50元
止损位 30.00元
止损位 39.50元
止损位 11.40元
止损位 10.60元

该股在本栏目 04.26日加 "**"列出，原名方大化工，2017年公司收购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 70%、威科
电子模块有限公司 100%股权完成转型。长沙韶光主营军用集成电路的设计和封测业务，是军用集成电路系列产品的重要供应
商，多年来先后为“长城”、“风云”、“红旗”、“东风”、“神州”、"921"等 100多项国防重点工程配套，其自主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兵器、电子等高端领域，客户涵盖了各大军工集团及民营军工企业。是国内军用电子元器件种类最全、涉及面最广、核心技术
和成果最多的研发单位，与各大军工集团及下属单位等国内重点武器装备生产企业都建立了密切的长期合作关系。其半导体
团队研发水平在全球同行中处于第一阵营。威科电子是国内厚膜集成电路设计生产的领先企业，主营产品 PCB板集成电路和
陶瓷基板集成电路未来需求前景广阔。公司深度布局军用核心电子元器件产业链，将公司打造成为军工电子领域的龙头产业
平台。未来受益于国防信息化建设，新型装备列装和老旧型号换代的高速发展。在军民融合方面，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第二一四
研究所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研究所将在集成电路、芯片业务等方面与公司进行技术合作和共同研发。同时，研
究所是首批科研院所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院所之一，公司有望通过协助研究所实现资产优化、产业整合，并逐步参与其中。公
司完成转型后二级市场反应良好，股价震荡上扬，目前已经接近历史高点，注意 13元附近支撑，中线操作。

（000818）航锦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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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民生银行发起成立科技公司 开启“科技金融银行”建设新篇章
5月 15日，中国民生银行发
起成立的科技公司——
—民生科技
有限公司在京正式成立，民生银
行董事长洪崎、行长郑万春、副行
长林云山、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
监白丹、民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丹、总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
牛新庄共同为公司揭牌。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传统金融与
互联网科技的合作融合不断深
化，催生了金融服务的深刻变化。
随着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力量的迅
速崛起，银行系科技公司应运而
生，旨在探索市场化的科技开发
和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同时面向
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输出金
融科技，迅速受到了市场欢迎。
“科技始终是民生银行发展
的关键驱动力。”民生银行董事
长洪崎在挂牌仪式上指出，民生
银行全行正在全力推进“民营企
业的银行、科技金融的银行和综
合服务的银行”三大战略，并将
科技金融提高到核心战略层面，

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左三）、行长郑万春（右三）、副行长林云山（左
二）、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白丹（右二）等出席揭牌仪式。

民生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是推
进科技金融银行战略实施的重
要举措。他表示，后续我们一定
会不断加大对科技公司的投入，
并充分运用已有的基金进行联
合创新。希望民生科技有限公司
做好创新孵化工作，成为科技创

新领域的领头人。
据洪崎董事长介绍，新设立
的民生科技有限公司定位于“立
足母行、服务集团、面向市场”，即
主要服务于民生银行集团、各子
公司和业务伙伴，推动民生“科技
金融银行”建设，同时提供科技能

力输出，为中小金融机构、民营企
业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科技转型
所需的解决方案和专业科技产
品；通过科技服务和民生银行金
融服务能力的深度融合，打造崭
新的“科技 +金融”生态圈，为民
生银行集团和广大合作伙伴提供
嵌入式、贴身式、端到端的科技管
家式服务，培育民生银行集团的
综合金融服务竞争力，持续提升
数字化、智能化金融服务水平。
“民生银行在金融科技上起
步很早，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
绩。”民生银行行长郑万春介绍
说，民生银行早在 2014年就布
局了分布式核心金融云平台，开
创了国内银行核心账户分布式化
的先河；2015年开始建设的大数
据平台和人工智能服务体系，建
立了实时头寸分析、智能投顾、智
能风控、智能营销等一系列智能
金融服务，极大的提升了小微
3.0、供应链金融、远程银行、资管
业务的智能化水平；民生银行
2016年即加入国际区块链联盟，

并在 2017年将其应用于信用证
交易，今年又受到银监会邀请，合
作制定银行业区块链技术标准。
民生银行顺义总部基地运转着国
内金融业等级最高（T4）的现代
化大型数据中心，以及符合 ISO
国际标准、容灾能力领先的双活
灾备体系，承载起民生银行永不
停歇的“智慧大脑”。
“民生科技有限公司大有可
为。”民生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牛新
庄表示，民生科技有限公司将紧
紧围绕民生银行“科技金融银行”
战略目标，勇于创新、大胆实践、
积极探索，建立高效的公司运作
机制，形成全新的科技创新孵化
体系，建设灵活高效的人才选聘、
培育和激励机制，打造科技金融
核心竞争力，为民生银行集团及
合作伙伴提供更为优质的科技金
融服务，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便捷、
更安全、更实惠的金融服务，助力
数字化、智能化普惠金融新发展。
（张彤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