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8 证 券 投资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0.97%
收盘 3049.80 点
成交 1559.35 亿元

2018 年6月14日 星期四

创业板指

沪深 300
-0.98%

-1.57%

-1.49%
收盘 10161.65 点
成交 1869.73 亿元

收盘 1685.89 点
成交 589.10 亿元

收盘 3788.34 点
成交 971.85 亿元

编辑/汪世军 美编/王晨 校对/李世辉 制表/王晨

北京晨报

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汽车制造
钢铁行业
农林牧渔
摩托车

生物制药
电子信息
有色金属
电子器件

11.49 亿元
4.70 亿元
-0.16 亿元
-0.22 亿元

-28.09 亿元
-24.52 亿元
-16.64 亿元
-15.40 亿元

A 股磨底之路还很漫长
基本面背景

1、据数据统计，6月以来，
北上资金维持净流入态势，外
资借助沪股通、深股通净买入
A股金额达 356.6亿元，超 5成
MSCI成分股获加仓。目前外资
在 A股的配置资金约 1.2万亿
元，占比 2%。
2、国金证券近日发布专题
分析研报称，截至 6月 8日，
3447只 A股仍有“未解押”的
股 票 质 押 ， 占 A股 数 量 的
86.2%。以 6月 8日的收盘价格
计算，A股中未解押的股票质
押市值达 5.95万亿元，占 A股
总市值的 9.9%。其中，场内质押
市值 3.08万亿元，占比 51.8%；
场外质押市值 2.87万亿元，占
比 48.2%。
3、截至 6月 12日，上交所
融资余额报 5885.2亿元，较前
一交易日增加 0.35亿元；深交
所融资余额报 3817.87亿元，较
前一交易日减少 3.48亿元；两
市合计融资余额 9703.06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3.13亿元，
连续第 5个交易日下降。
机构看市

上证综指昨日低开低走，
收盘下跌 1%，又一次逼近年内
低点。各行业板块几乎全线下
跌，仅有钢铁板块勉强翻红。工
业富联在上市第四天即打开涨
停板。
中证 投 资 ：4月份以来，A
股市场始终维持箱体震荡运
行，上下幅度较前期明显收窄。
3200点一线屡屡成为指数见顶
回落的触发器；虽然股指几次
创出新低，但在 3000点上方支
撑明显。从投资者心理角度而
言，上证综指如果能在回探至
3000点整数关口后放量企稳
回升，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大概
率可以确认 3000点关口的支

撑仍然有效，3000点就是 真
正的“市场底”，从而化解投资
者对后市持续下跌的担忧，也
有利于吸引新资金持续入市，
后市的反弹空间也会相对大
一些。
源达投顾： 上证综指继续
磨底，仍处于二次探底过程中。
周二股指的探底回升，再度确
认了 3000点的支撑作用。均线
系统显示，上证综指目前仍受
制于短中期均线的压制，还没
有出现明显的企稳迹象，但下
方的多重支撑表明市场已处于
底部区域，继续下跌的空间不
大。30分钟指标已经到底，预示
短线或有小幅反弹可能，但全
线反弹仍需得到量能的支撑。
创业板指在上探 5日均线压力
后再度失守，说明上方压力比
较大。但 MACD指标显示，绿
柱做空动能在明显减少，洗盘
基本完毕。
容维证券： 上证综指本周
在创出新低后有所反弹，但受
制于 5日、10日短期均线的压
力，昨日选择继续下探，短期将
考验新低的支撑。创业板指自 5
月末调整以来，呈现连续下跌
走势，期间反弹难以为继，昨日
再创收盘新低，后期走势不容
乐观。本周面临世界杯魔咒的
开启，预期沪深股市难有起色，
仍将继续寻底。操作上，应控制
好仓位，多看少动，耐心等待反
弹机会。
巨景投顾： 周二，上证综指
已经在 3034点止跌，但昨日尾
盘的杀跌，令股指再度考验前
期低点的支撑力度，预计股指
在该区域震荡反复的概率较
大。创业板指均线呈现空头压
制，尾盘杀跌凶狠，最后收出一
根光头光脚的阴线，预计短期
将继续震荡，一旦跌破 1700点
平台，将向下寻找新的支撑。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今日出场：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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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名称
*603777来伊份
*300632光莆股份
*603398邦宝益智
300345红宇新材
603721中广天择
*600429三元股份
*603829洛凯股份
002423中原特钢
*300689澄天伟业
*600847万里股份
**600476湘邮科技
002885京泉华
***600398海澜之家
**600129太极集团
**300623捷捷微电
**601882海天精工
*603648畅联股份
**603067振华股份
*002161远望谷
**603336宏辉果蔬
600609金杯汽车
600006东风汽车
***002690美亚光电
600008首创股份
002425凯撒文化

异动状况
操作价值分析
止损止盈点
全日成交量 3682万股，换手率 33.72%成交量放大 3.73倍，休闲食品，放量突破，短线持股
止损位 19.80元
全日成交量 917万股，换手率 24.66% 成交量放大 5.50倍，震荡筑底，放量突破 22元压力，继续持股 止损位 21元
集合竞价以 155万股高开 10.02% 股价剧烈波动，见底迹象，密切跟踪
止损位 17元
集合竞价以 42万股高开 10.04%
资产重组，复牌后补涨，继续持股
止损位 5元
9:30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传媒股，技术性反弹，继续保持观察
止损位 28元
9:30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乳制品行业，短线反弹，高抛
止损位 6.30元
9:30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试探 20元压力受阻，继续跟踪
止损位 18元
9:31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超跌反弹，冲高后择机减仓
止损位 11.90元
9:33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金融 IC卡行业，震荡盘底阶段，保持跟踪
止损位 40元
9:33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突破宽幅箱体震荡，短线阻力较大有调整需要，继续跟踪 止损位 13.80元
9:43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IT行业，股价结束长期下跌，转势阶段，中期持股
止损位 16元
9:43连续出现 7万股买单
短线累计涨幅较大，谨慎持股
止损位 32元
9:47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家纺行业龙头，稳步上行，继续持股
止损位 12元
9:49连续出现 7万股买单
医药股，箱体震荡，继续跟踪
止损位 15.50元
9:50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电子元器件细分行业龙头，筑底阶段，中期关注
止损位 32元
9:56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数控机床行业，震荡筑底阶段，交易活跃，密切关注
止损位 11.50元
10:07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物流板块，震荡筑底阶段，继续跟踪
止损位 19元
10:10连续出现 6万股买单
化工板块，行业高景气度，持续放量，面临突破，短线关注 止损位 10.80元
10:26连续出现 100万股买单
物联网概念，股价震荡筑底，密切跟踪
止损位 8元
13:17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股价脱离底部，持续震荡上扬，成交量充沛，继续持股 止损位 23.80元
13:26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超跌反弹，维持观望
止损位 4.50元
13:31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超跌反弹，维持观望
止损位 4.55元
13:47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光机电一体化设备龙头，股价脱离底部，稳步上升，中期关注 止损位 20元
14:56连续出现 26万股买单
尾盘回升，阴跌走势不改，继续观望
止损位 4.20元
14:56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维持阴跌走势，继续观望
止损位 5.45元

该股在 5月 24日的本栏目中加“***”列出关注。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 D3生产企业，是国内乃至全球
提供维生素 D3上下游系列产品最多的生产厂商，是唯一拥有完整“羊毛脂 -胆固醇 -VD3”价值链的企业，具备一体化优势，
上下游议价能力强，同时也是饲料级 VD3的龙头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 30%。公司的业务围绕维生素 D3上下游布局，主营产
品有维生素 D3、25-羟基维生素 D3、NF级胆固醇等。在环保政策趋严的背景下，VD3的供需失衡，2017年 6-7月，VD3价格由
69元 / 千克涨至 435元 / 千克，涨幅达 4.3倍。2017年底，受印度最大 VD3工厂起火停产的影响，VD3的价格进一步攀升至 540
元 / 千克。虽然目前 VD3的价格已回落至 305元 / 千克，但仍是近年来的高位。目前全球 VD3的总供给量约为 6600t，但需求达
到 8000t，且每年增速为 5%左右，需求缺口仍较大。对于下游的饲料行业来说，VD3是刚需，且成本占比非常低，下游行业对
VD3的价格消化能力较强，因此，在今年供需持续紧张的情况下，VD3的价格仍将维持高位运行。受益于 VD3价格上涨等因素
的影响，公司今年一季度的毛利率同比增长 23.74ppt.至 68.54%，达到上市以来的最高水平。继 2017年业绩暴增后，公司今年的
经营业绩有望继续维持高增长势头。该股股价近两年维持长牛走势，近期股价已突破 2017年 9月至今年 4月以来的整理平台，
股价再次创出新高。短线可关注 21元附近的支撑力度，中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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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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击 IPO

彤程新材：今日网上发行
发行信息： 发行总数 5880
中国最大的特种橡胶助剂生产
万股，拟募资 7.24亿元；其中网 商之一。公司的贸易业务主要
上发行 1764万股，发行市盈率 是为下游轮胎制造商提供配套
22.99 倍 。 申 购 代 码 为 橡胶助剂产品。公司在产品种
“732650”，发行价 12.32元。 类繁多的橡胶助剂行业深耕多
年，积累了丰富的供应商资源，
经营信息： 公司主要从事
精细化工材料的研发、生产、销 与国内外知名轮胎厂商建立了
售和相关贸易业务。根据橡胶 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报告期
助剂协会提供的数据，公司是 内，公司代理销售多家全球知

名化工企业的橡胶助剂产品，
包括巴斯夫的超级增粘树脂、
FlowPolymers的均匀剂、住
友化学的间苯二酚、Struktol
的均匀剂及其他加工助剂、道
达尔的环保油等。
机构估值： 预计合理价格
区间为 23.41元至 25.87元。
方正证券 赵旭峰

北京老酒收藏 高价收购茅台酒

征集范围:各种新老年份茅台、五粮液。2000年之前郎
酒、董酒、泸州老窖、剑南春、汾酒、西凤、古井贡、洋酒及全国
各地名优陈年老酒，同时还可交流东阿阿胶、冬虫夏草。

活动时间:6月 10日至 6月 29日

为了方便市民北京地区也可安排专业人员上门收购！
咨询电话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健 收 2010-2005年 2400元 -3200元 1995-1990年 1.1万 -1.35万元 1979-1976年 3.5万 -6万元
彬购
影 参 2004-2000年 3300元 -5600元 1989-1986年 1.35万-1.52万元 1975-1970年 6.5万 -18万元
商考
店 价 1999-1996年 5800元 -6500元 1985-1980年 1.6万 -2.45万元 1969-1953年 22万 -450万元
茅格
以上为全品相不跑酒高度茅台收购价格！
台表

1地址:3朝阳区石佛营十里堡地铁站向北
52140899115300米红绿灯路口向东
6910075220米路6
北即到［烟酒商行］（乘车路线 911、138、991、675农民日报社北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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