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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投资

上证综指
1.15%
收盘 2686.58 点
成交 1124.64 亿元

2018 年9月14日 星期五

深证成指
0.65%
收盘 8163.76 点
成交 1484.02 亿元

创业板指

沪深 300
1.08%

0.40%
收盘 1391.28 点
成交 485.38 亿元

收盘 3236.57 点
成交 858.88 亿元

短期反弹信号出现
分别是中信证券、华泰证券和中
原证券。券商股的股价表现也不
乐观，截至 9月 12日，除了次新
1、统计显示，截至 9月 12 股中信建投和南京证券外，几乎
日，共有 283家 A股上市公司股 全线下跌，最高跌幅 60%；仅中
价跌破净资产，创下 2008年以 信证券、华泰证券、申万宏源、广
来的数量新高。其中，房地产、公 发证券等 4只券商股跑赢大盘。
用事业等行业的破净公司数量居
前，银行股破净数量也占比较高。 机构看市
不少破净公司开始借助股份回
购、大股东增持、员工持股计划、
上证综指昨日早盘高开低
走，午后震荡回升，收盘反弹
股权激励等方式积极自救。
2、集合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1.15%。市场成交量依然低迷，
及规模环比双升。最新数据显示， 两市合计成交 2608亿元。各行
今年 8月份，集合信托成立数量 业板块大多收涨，石油板块强势
1227只，共有 63家公司参与发 领涨。
行。产品数量环比上升 13.19%，
天鼎证券：昨日早盘，两市三
同比上升 39.12%；成立规模达 大股指集体高开，随后震荡走低，
1407.39 亿 元 ， 环 比 上 升 上证综指最低下探 2653点。午
20.25%，同比下降 24.71%。
后，军工板块强劲拉升，带动市场
3、半年报数据显示，在 A股 人气回升，股指也收回失地，形成
上市的 32只券商股今年净资产 日内 V型反转。最近 3天，上证
收益率预计不足 3.89%，创下近 综指连续收出下影线，显示 2650
4年来新低。上半年净资产收益 点支撑力度较强，短线有望迎来
率同比增加的券商股只有 3家， 一波上升行情，目前正是抓紧布
基本面背景

局时机。
钱坤投资：昨日下午，沪深股
指走出近期少有的强势反弹行
情。从破净公司数量及成交量等
多项因素来看，A股已经显现熊
市末期的特征。昨日盘中股指未
破新低，金融股与周期股异动都
是护盘信号。但是，大级别反弹还
需得到成交量的支持，否则仍将
重返筑底走势。
天信投顾：昨日的大涨，令上
证综指再获 2650点支撑；创业
板指虽然没有收复 1400点整数
关口，但持续多日在 1400点附
近徘徊。由此可见，阶段性反弹有
望随时启动。周三两市再现“地
量”，暗示阶段性“地价”即将出
现。上证综指 MACD指标绿柱
缩短，短期反弹信号已出现。
源达投顾：昨日，两市股指 V
型反转，市场交投也有回温迹象，
为后市的反弹埋下了伏笔。油气
板块受到市场的追捧，具有一定
的延续性，值得适当关注。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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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金融行业
电子信息
石油行业
供水供气

生物制药
发电设备
医疗器械
钢铁行业

■操盘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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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 亿元
7.24 亿元
5.62 亿元
2.25 亿元

-10.50 亿元
-3.86 亿元
-3.84 亿元
-2.52 亿元

今日出场：黎明

证券名称
异动状况
操作价值分析
止损止盈点
002629仁智股份 全日成交量 1993万股，换手率 5.78%成交量放大 2.97倍，短线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4元
600523贵航股份 全日成交量 2330万股，换手率 5.77%成交量放大 2.26倍，军工题材，短线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8.30元
**603501韦尔股份 集合竞价以 4612万股涨停开盘
芯片题材，拟定增收购资产，复牌后上攻，中线持股
止损位 45.57元
002716金贵银业 集合竞价以 1565万股涨停开盘
股权转让，短线超跌反弹，观望
止损位 6.30元
权重保险股，短线区间震荡整理，差价操作
止损位 59元
**601318中国平安△ 9:31出现单笔 100万股买单
5G题材，短线波段整理，差价操作
止损位 18元
***000063中兴通讯●9:31出现单笔 323万股卖单
**002415海康威视 9:31出现单笔 102万股卖单
安防龙头，延续中期调整，盘中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30元
***300036超图软件 9:31出现单笔 19万股买单
国产替代及软件题材，短线补跌，转入高位震荡整理，中线持股 止损位 21.60元
***300188美亚柏科 9:32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网络安防题材，短线强势调整，中线持股观望
止损位 17.50元
**600498烽火通信 9:32连续出现 5万股买单
5G题材，短线维持高位整理，盘中反弹，差价操作
止盈位 30.50元
*300308中际旭创 9:33连续出现 4万股买单
5G题材，短线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盈位 50元
***002281光迅科技 9:34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5G题材，短线企稳反弹，中线持股
止损位 24.50元
细分行业龙头，国产替代题材，短线维持高位震荡整理，差价操作 止损位 150元
*300747锐科激光 9:35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002475立讯精密 9:36连续出现 10万股卖单
消费电子题材，股价转入波段整理，短线谨慎
止损位 17.40元
***002353杰瑞股份 9:39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油服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止损位 19元
***000852石化机械 9:40连续出现 4万股买单
油服题材，短线维持上攻，持股
止损位 9.18元
**300322硕贝德 9:45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5G题材，短线反弹后转入高位震荡整理，差价操作
止损位 9元
*300084海默科技 9:55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油服题材，短线补涨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5元
***300253卫宁健康 10:01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医疗信息化题材，短线强势调整，中线持股
止损位 13元
**600677航天通信 11:03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军工题材，短线超跌反弹，关注年线反压，差价操作
止损位 8.90元
**002371北方华创 11:05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半导体题材，短线补跌，转入中期调整，短线谨慎
止损位 50元
**300604长川科技 13:07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半导体题材，短线补跌，转入中期调整，短线谨慎
止损位 43元
*603986兆易创新 13:08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芯片题材，延续调整走势，短线谨慎
止盈位 105元
*600822上海物贸 13:08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上海自贸港题材，短线维持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9.60元
*600333长春燃气 13:10连续出现 4万股买单
天然气题材，短线补涨反弹，关注年线反压，差价操作 止损位 5.20元
*600903贵州燃气 13:18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天然气题材，短线补涨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21元
**600501航天晨光 14:1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军工题材，短线延续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7.30元
*600990四创电子 14:1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军工主题，短线维持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40元
军工主题，短线维持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15元
**000768中航飞机● 14:10连续出现 4万股买单
**600038中直股份 14:12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军工主题，短线维持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37元
*000400许继电气● 14:44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8元
**002465海格通信 14:59出现单笔 42万股卖单
军民融合题材，短线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8.30元
*000547航天发展 14:59出现单笔 51万股买单
军民融合题材，短线超跌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8元

该股在 2月 27日的盘中大单及价格异动篇中以“*”列出关注，并在 5月 10日、7月 10日作为星级股跟踪
重点撰文介绍，在近七个月以来连续以“***”列出重点关注并跟踪至今。公司是国内半导体测试设备领先企业，主要产品包括测
试机和分选机，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的封测环节。近年来，公司受益于全球芯片产能向中国市场转移和国家战略的支持，中国晶
圆厂建设提速，半导体设备环节有望受益，预计今年国内半导体设备市场有望同比增长 50%，全球市场份额同比增长 19%。公司
的现有主导产品测试机、分选机在国内主流封装测试企业的采购份额进一步提升，力争进入国际一线封测企业供应链。另外，适
用于晶圆制造测试的探针台等新产品已开始试工，为今年下半年及明年晶圆厂测试设备招标做好了准备。此外，公司还不断拓
展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等相关检测设备市场，2012年至 2017年的利润复合增速达 58%。2017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收及净利
润分别同比增长 45%和 21%。今年一季报，公司实现营收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122.48%和 80.40%，业绩高增长主要源于公司对
外积极开拓市场所致。公司预计 2018年至 2020年每股收益可分别达到 0.51元、0.74元和 1元。该股作为一只半导体行业龙头
股，上半年曾走出一波中期上涨行情，复权价创出历史新高后，受近期大盘持续走弱影响，短线有转入中期调整迹象。在实战操
作中，可关注 40元的支撑力度，短线盘谨慎，中线盘继续持股，大波段操作。

（300604）长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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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银行推出公交应用功能的京津冀协同卡
近日，华夏银行升级京津冀协同卡功
能，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一卡通公司”）合作，将在北
京、天津、石家庄三地推出加载公交应用
功能，可用于京津冀等地交通刷卡的京
津冀协同卡，该卡也是银行发行的首张
具备交通运输部标准公交应用功能的银
行卡。
华夏京津冀协同卡是国内第一张为
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专门发行的银行
卡。以这张卡为载体，华夏银行为京、津、
冀三地的客户打造了“大同城”金融服务
体系，即三地的客户可以享受到与同城客
户完全相同的金融服务。此次发行的加载
公交应用功能的京津冀协同卡，响应中国
人民银行推广金融 IC卡多应用要求，将
银行卡和公交卡集成在一张卡片上，各项
金融功能及收费标准与原有华夏京津冀
协同卡相同，在交通功能方面支持在京津
冀等地互联互通线路刷卡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方便京津冀协同卡客户异地公交出
行。
华夏银行一直把京、津、冀地区作为
业务发展的增长极，目前已在京津冀三地
设立九家分行（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
保定、邯郸、沧州、廊坊、张家口），开设上
百家支行网点，布放近千台自助设备，共
有员工 4000多名，业务规模超过 4000亿
元，服务的个人客户数量近 500万户。华
夏银行新的规划确定了将建设“京津冀金
融服务主办行”作为战略重点，随着国家
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雄安新区建
设，京、津、冀三地经济融合迎来更多的发
展机遇，华夏银行的各项业务存在巨大的
发展空间和潜力。
京津冀协同卡是华夏银行以“业务协

同、产品协同、服务协同、发展协同”为宗
旨，面向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客户群体发
行的借记卡。华夏银行以京津冀协同卡为
载体，为京、津、冀三地居民提供“三地协
同，优惠便利，七维一体”的综合金融服
务，包括了网点服务、费用优惠、财富管
理、贵宾服务、贷款融资、集团用卡、支付
便利等 7个方面的一体化服务优势。该卡
除具备普通华夏借记卡所有的支付、结
算、转账、理财、贷款、贵宾服务等功能并
享受常规优惠外，在京、津、冀三地办理业
务可以享受的同城待遇很多，在以上地区
的华夏银行网点柜台办理存款、取款、转
账业务均不收取手续费，柜台向三地他行
卡转账免费；ATM上跨行取款优惠；在三
地可办理异地卡激活、改密、挂失解挂等
业务，也可以在成功申请华夏 E贷后，随
时随地轻松办理贷款。加载公交应用功能
的京津冀协同卡，卡片内置北京一卡通公
司电子钱包，支持交通运输部卡片应用标
准实现公共交通刷卡功能，卡片即领即
用，可在京津冀三地互联互通线路使用，
也支持在京津冀以外地区互联互通公交、
地铁线路使用。与北京一卡通公司发行的
采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一卡通产品
仅限于北京地区公交地铁使用相比，更加
方便了京津冀三地客户公交出行。
华夏银行表示，该行目前在京、津、冀
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业务基础，未来
将会投入更多资源，加快布局，以京津冀
协同卡作为载体，提升华夏个人业务服
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能力，打造京津冀
协同发展个人业务服务品牌，支持京津
冀地区优势互补、带动北方腹地发展，从
而促进下一步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
（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