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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投资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0.18%

创业板指

收盘 8010.69 点
成交 1247.27 亿元

沪深 300
-0.22%

0.06%

-0.44%

收盘 2725.84 点
成交 1113.1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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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盘 1346.70 点
成交 361.89 亿元

收盘 3281.60 点
成交 791.67 亿元

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供水供气
建筑建材
石油行业
环保行业

房地产
生物制药
有色金属
交通运输

3.41 亿元
3.28 亿元
1.84 亿元
0.58 亿元

-9.35 亿元
-7.93 亿元
-7.71 亿元
-7.38 亿元

大盘仍将延续磨底走势
基本面背景

1、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券商股平
均跌幅为 25.81%，跌幅超过 30%的券
商股多达 19只，占比近三分之二，多
只券商股历史首次破净，估值被过度
压制。
2、受“十一”长假期间境外股市大
幅波动影响，A股在节后首个交易日出
现大幅调整，但多只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基金（ETF）逆市获得净申购，累计资金
净流入超过 25亿元。过去一个月，以华
夏上证 50ETF、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为代表的蓝筹 ETF以及易方达创业板
ETF、华安创业板 50ETF均得到资金的
青睐，累计吸金超过 120亿元。
3、统计显示，目前已有 125只创业
板公司预告三季报业绩，预喜个股有 79
只，占比 63.2%。其中，预计三季报净利
润同比增长上限超过 1倍的创业板股
票有 37只，主要分布在电子、化工、医
药生物等板块。天山生物为创业板的
“预增王”，预计前三季度累计净利润为
5810万元至 5870万元，同 比 增 长
2706%至 2735%。建新股份预计前三季
度累计净利润为 46337万元至 48337
万元，同比增长 1249%至 1308%，该股
今年以来股价已累计上涨 1.58倍。
机构看市

昨日，沪深股指延续震荡整理。上
证综指收盘小幅上扬 0.18%；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中小板指盘中齐创四年来新
低，最终，深证成指收跌 0.44%，创业板
指收涨 0.06%，中小板指收跌 0.77%。两
市合计成交 2360亿元，各行业板块涨

跌互现。
容维证券：深证成指、创业板指连续
在底部背离，在创出新低后，短线有望出
现反弹。权重股近期走势疲软，导致主板
指数围绕 30日均线展开震荡，在成交量
没有明显放大之前，市场恐怕难有连续
的反弹行情出现。近期市场涨价概念股
轮番表现，天然气、原油、化工、农产品的
期货价格持续大涨，带动 A股市场相关
个股纷纷走强；次新股也连续两个交易
日走强，有望带动中小创个股出现短线
反弹。
华讯投顾： 深证成指及创业板指在
屡创新低后，看似归于磨底态势，但隐隐
有先破后立的味道。尤其是创业板指，在
昨日早盘一度强势上攻，说明有部分资
金开始进场“试水”做多。上证综指依旧
坚挺在 2700点之上，存量资金对有业
绩支撑的蓝筹股的追捧逻辑依旧存在。
由昨日午后的缩量震荡可以看出，大盘
持续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在外围股市大
跌后逐渐回暖的背景下，多空双方的博
弈也将逐渐明朗化。
源达投顾：昨日，沪深两市股指盘中
上演 V型反转，但最终未能强势走高，
仍是延续震荡走势，可见大盘弱势特征
明显。上证综指运行至 20日均线下方，
上方均线呈空头排列，压制作用较大；量
能也再度缩减，显现出底部特征，继续下
行的空间十分有限。预计短期大盘仍将
延续磨底走势，以时间换空间等待市场
信心的恢复。
巨景投顾：上证综指昨日震荡明显，
盘中最低探至 2703点，最高冲击 2743
点，继续与 20日均线纠缠，收盘站在
2700点之上，收出一根小阳十字星，日
K线依旧处于 5日均线和 10均线的下
方。周一的跳空大阴线，还需要一段时间
进行消化，我们继续维持对“上证综指以
震荡走势为主”的判断不变。创业板指昨
日继续探底，最低跌至 1333点后小幅
回升，收出一根小阴线，下降趋势仍未改
变，空头依旧掌握主动权，维持对“创业
板多看少动”的观点不变。预计短期大盘
延续震荡应是大概率事件。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好消息

家有老茅台 可能有惊喜

活动时间 10月 10日 -10月 18日早 8:00-晚 17:00（节假日不休息）

本次征集范围，2018年—1953年生产的茅台，
2000年前的五粮液、郎酒、董酒、泸州老 窖、剑南
春、汾酒、西凤、古井贡、虎骨酒、路易十三、人头马、
轩尼诗、马爹利等洋酒。拉菲拉图各种高档红酒及全
国各地名优陈年老酒。同时还可交流冬虫夏草、老阿
胶等，为了方便市民可安排专业人员上门收购！
我们懂酒爱酒，希望将酒文化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如果遇到好的藏品，我
们将毫不犹豫地开出高价。家有陈年老酒的朋友注意了！不要再盲目保存，瓶装
老酒包装不易保存，易出现少酒漏气，封口膜破裂等品相情况，它的品相和价值
成正比，请把握这次机会。
此次我们是满怀诚意而来，有收藏老酒的市民请把握此次机会，把您珍藏
的老酒拿来让我们老酒鉴定师免费鉴定一下，让您的收藏心中有数。
此次征集活动，公开、公平、公正。通过本次活动，一方面可以让民间认识到
老酒的收藏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把现存稀缺的老酒及时收购上来，按照专业的
方法保管，在收藏馆中进行集中展示，宣传老酒文化。

北京任建峰商店茅台收购参考价格表

年份
价格
2012-2010 2000-2300元
2009-2006 3500-4200元
2005-2003 4400-5000元
2002-2000 5400-6600元
1999-1996 6800-11500元
1995-199313200-14500元
1992-199015000-16800元
1989-198717000-20500元
1986-1983 2.1万 -2.3万
1982-1980 2.4万 -3万
1979-1976 3.2万 -10万
1975-1973 10万 -15万
1972-1970 16万 -22万
1960-1950 看酒仪价
以上为全品相、不跑酒价格

会场电话:13717661747、15711238019 注:凡在本次活动成交者可凭乘车小票报销往返车费

地址1
:朝阳区北四环中路安徽大厦8楼803贵宾室（一楼大厅有接待人员） 地址 2:五棵松桥地铁站旁
地址 1公交路线（1）658、650、983、407、419、特 16路、658、650、93、407、419、490、运通 113、386、379、408路安慧桥东

下即到。 公交路线（2）125、409、984、567、944、101路到惠新里下车，地铁 5号线:惠新西街北口 A
（西北）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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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盘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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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价值分析

止损止盈点

300281金明精机 全日成交量 4517万股，换手率 17.23%成交量放大 1.80倍，短线反弹结束，减仓
止损位 5.60元
603320迪贝电气 全日成交量 688万股，换手率 21.18% 成交量放大 4.59倍，技术性反弹，谨慎持股
止损位 19.20元
600488天药股份 集合竞价以 95万股高开 10.11% 股价高开低走，下降趋势没变，观望
止损位 3.90元
300276三丰智能 集合竞价以 32万股高开 10.03% 股价高开低走，下跌途中反弹，维持观望
止损位 10.60元
603177德创环保 9:30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下跌途中反弹，维持观望
止损位 10.90元
*601011宝泰隆 9:30连续出现 20万股买单
二次探底后反弹，盘底阶段，保持跟踪
止损位 5.90元
*000979中弘股份 9:30连续出现 300万股买单
反复放量震荡，盘底阶段，保持跟踪
止损位 0.80元
300717华信新材 9:33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下跌途中反弹，维持观望
止损位 17元
603633 木股份 9:33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下跌途中反弹，维持观望
止损位 10.50元
*600462九有股份 9:33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股价反复震荡，波动剧烈，筑底阶段，保持跟踪
止损位 2.80元
601258庞大集团 9:35连续出现 50万股买单
再次试探中期均线压力，尝试性探底，继续观察
止损位 1.60元
300056三维丝 9:36连续出现 6万股买单
二次探底，走势有待进一步观察
止损位 5.35元
***600489中金黄金 9:39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黄金板块，受避险情绪刺激，股价上扬，中线持股
止损位 7元
603041美思德 9:42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二次放量反弹，探底阶段，继续观察
止损位 15元
*600141兴发集团 9:42连续出现 6万股买单
化工行业，股价仍处震荡下跌途中，继续跟踪
止损位 11.50元
**600699均胜电子 9:48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汽车零配件龙头，资产整合题材，筑底阶段，中线关注 止损位 22元
***603393新天然气 9:52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天然气板块，受益于行业需求暴增，短线谨防调整，中线重点关注止损位 38元
***600547山东黄金 10:12连续出现 5万股买单
黄金板块，受避险情绪刺激，股价上扬，中线持股
止损位 24元
**600312平高电气 10:30连续出现 6万股买单
放量推高，下跌趋势已扭转，中线跟踪
止损位 6.50元
***600903贵州燃气 10:32连续出现 5万股买单
燃气板块，震荡上升格局，中线持股
止损位 24元
601619嘉泽新能 13:13连续出现 10万股买单
弱势反弹，试探性筑底，继续观察
止损位 4.95元
**603826坤彩科技 13:13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珠光粉行业龙头，完成盘底，震荡向上，中线持股
止损位 12.40元
603055合华新材 13:32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弱势反弹，试探性筑底，继续观察
止损位 11.20元
*600338西藏珠峰 14:54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温和放量上攻，筑底阶段，继续跟踪
止损位 23元
300241瑞丰光电 14:55连续出现 5万股买单
回调阶段，关注前期低点支撑，继续观察
止损位 5.20元

该股自10月9日起在本栏目连续加“***”列出重点关注。公司立足新疆煤炭资源，拥有淖毛湖、喀木斯特两
大矿区，年产能2000万吨，以自产煤为原料生产LNG\甲醇。公司业绩的最大弹性来自于天然气业务，南通港吕四港区LNG分销
连 转运站项目一期于2017年建成并投入运营，南通吕四港区二期1#16万方储罐（设计年周转量115万吨）预计今年年底有望投产，
续 三期2#16万方储罐（设计年周转300万吨）也已开建；江苏启东LN
G接收站项目已投产，在国内LNG接收站周转效率排名第一。
星 公司目前的赢利点主要是甲醇和天然气，甲醇价格继续维持高景气度，在11月全球重要甲醇生产国伊朗被制裁的情况下，甲醇价
级 格有望继续上扬。天然气方面，环保及煤改气等政策压力极速推升了天然气的需求量，今年1月至7月，天然气进口量682亿立方
股
追 米，同比增长38.5%；天然气表观消费量157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7.8%；今年中国天然气仍存在92亿立方米左右的供给缺口，临
G进口将成中国
踪 近冬季供暖季，预计天然气仍存在大涨的可能。202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规划可达3600亿立方米，未来两年LN
天然气保供主力。公司预计三季报业绩同比增长420%至429%，进入业绩释放期。近期该股股价表现强势，已突破近3年大底。在
操作上，不建议追高操作，可待回调后予以中线关注。
（600256）广汇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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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火股份：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
神火股份（000933）今日发布公告
称，已将全资子公司神火铝材 100%股
权，以 157133900元的价格挂牌转让给
商丘新发投资有限公司。
公告称，为调整、优化资产结构，盘活
存量资产，经 2018年 5月 21日召开的
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八次会议审议批准，
同意公司通过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形式
予以公开转让所持全资子公司神火铝材
100%股权。

2018年 8月 30日，公司收到中原产
权出具的《挂牌结果通知书》。9月 4日，
公司与商丘新发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
权 转 让 交 易 合 同 》， 商 丘 新 发 以
157133900元受让神火铝材 100%股权。
公司称，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
组上市。
北京晨报记者 汪世军

■直击 IPO

昂利康：今日网上发行
发行信息： 发行总数 2250万股，拟
募资 5.19亿元；其中网上发行 900万股，
发 行 市 盈 率 22.99倍 。 申 购 代 码 为
“002940”，发行价 23.07元。
经营信息：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学原料
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
包括头孢拉定、头孢氨苄、头孢克洛、苯磺

酸左旋氨氯地平片、硝苯地平缓释片、哌
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头孢克洛缓释片、
头孢克肟胶囊、马来酸曲美布汀分散片、
多潘立酮片、胶体果胶铋胶囊及药用空心
胶囊产品。
机 构 估 值 ： 预计合理价格区间为
43.83元至 48.45元。 方正证券 赵旭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