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购日 名称 代码 发行价 发行量 申购上限 发行市盈率

5月23日

北京君正 300223 43 . 80元 1600万股 1 . 6万股 42 . 86倍

正海磁材 300224 21 . 09元 3200万股 3 . 2万股 32 . 45倍

金力泰 300225 28 . 00元 1364万股 1 . 3万股 23 . 41倍

5月25日

西陇化工 002584 未定 4000万股 未定 未定

双星新材 002585 未定 4180万股 未定 未定

围海股份 002586 未定 2160万股 未定 未定

文峰股份 780010 未定 8800万股 未定 未定

骆驼股份 780311 未定 6640万股 未定 未定

代码 名称
流通股

（万股）
净卖量占
流通盘

600114 东睦股份 10768 1 . 018%

600743 华远地产 28607 0 . 988%

601880 大连港 76182 0 . 735%

600312 平高电气 81897 0 . 646%

600821 津劝业 41627 0 . 643%

600978 宜华木业 100466 0 . 595%

600737 中粮屯河 80560 0 . 567%

600247 成城股份 33644 0 . 495%

600608 *ST沪科 26299 0 . 46%

600233 大杨创世 10725 0 . 448%

600789 鲁抗医药 40682 0 . 435%

600495 晋西车轴 27182 0 . 411%

600265 景谷林业 12980 0 . 383%

600807 天业股份 13522 0 . 374%

600740 山西焦化 45683 0 . 368%

代码 名称
流通股

（万股）
净买量占
流通盘

601208 N东材 6400 13 . 16%

600716 凤凰股份 29263 1 . 7%

600225 天津松江 16227 1 . 251%

600714 金瑞矿业 15094 0 . 758%

600387 海越股份 38552 0 . 744%

600273 华芳纺织 31500 0 . 735%

600641 万业企业 80616 0 . 649%

600171 上海贝岭 67381 0 . 62%

601233 桐昆股份 9600 0 . 615%

600097 开创国际 11545 0 . 604%

600477 杭萧钢构 26101 0 . 474%

600229 青岛碱业 37513 0 . 45%

600967 北方创业 16458 0 . 411%

600961 株冶集团 25833 0 . 384%

600862 南通科技 30286 0 . 367%

板块 增仓比 增仓金额(亿) 资金流入主要个股

银行类 0 .00% 4 . 233 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深发展A

酿酒食品 0 .03% 2 . 869 五粮液、贵州茅台、燕京啤酒

纺织服装 0 .01% 0 . 184 福建南纺、华芳纺织、霞客环保

供水供气 0 .01% 0 . 158 联美控股、武汉控股、桑德环境

板块 减仓比 减仓金额(亿) 资金流出主要个股

电力 -0 . 23% -13 . 699 长江电力、凯迪电力、国电电力

钢铁 -0 . 25% -13 . 179 包钢股份、攀钢钒钛、济南钢铁

有色金属 -0 . 12% -11 . 492 包钢稀土、中色股份、紫金矿业

机械 -0 . 14% -10 . 552 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精功科技

化工化纤 -0 . 15% -9 . 035 巨化股份、三爱富、辽通化工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半闲散人 69466元 668元 7 . 01万 6 . 61万 6 . 05%

持股不动 赛前买入的4700股（300027）华谊兄弟，昨收14 . 78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李苹 50033元 47273元 9 . 73万 9 . 26万 5 . 07%

持股不动 赛前买入的1股（000732）ST三农，昨收9 .19元；赛前买入的
7400股（000505）ST珠江，昨日停牌。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涨停板 150440元 2262元 15 . 27万 14 . 75万 3 . 53%

持股不动 赛前买入的23580股（600173）卧龙地产，昨收6 .38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银地庄稼 125077元 23087元 14 . 82万 14 . 37万 3 . 13%

持股不动

代码 简称 数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收盘价

000019 深深宝A 3400股 4月21日 13 . 01元 12 . 85元

600780 通宝能源 6300股 5月13日 7 . 21元 7 . 45元

000532 力合股份 2900股 5月17日 11 . 80元 11 . 88元

其他选手战况：第5名阳光2 . 55%；第6名三人行1 . 78%；第7名规矩守信
0 .00%；第8名宁静-0 . 22%；第9名夏天-1 . 42%；第10名满仓红-1 . 55%；第11名专
一-2 . 06%；第12名潜伏-2 . 36%；第13名大雁-2 . 91%；第14名胶东牛仔-3 . 70%；
第15名愚渔-3. 27%；第16名佳辉暖气-5 . 80%；第17名说到做到-7 . 78%；第18名
那风微微-11 . 24%；第19名海河-17 . 58%。

本周主力增减仓板块及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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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发行新股一览

昨日主力增仓前15名 昨日主力减仓前15名

数据来自大智慧新一代（Level-2）

市场趋势性机会不大，避险情绪升温

大消费股估值吸引力增强

下周将有两批共8只新
股进入申购程序，发行节奏
较之前两周略有提速。它们
分别是周一发行3只创业板
新股；周三发行的3只中小
板新股及两只沪市主板。

本周三上市的3只新
股，首日收盘价均高于发行
价，没有一只破发，也算是
近期新股发行市场一个不

大不小的“奇迹”了。从这批
未破发的新股情况来看，具
备以下三个条件：1、网上发
行量在2000万股左右；2、发
行价低于25元；3、发行市盈
率在30倍左右。由于目前发
行价和发行市盈率尚未确
定，仅从网上发行量上看，
可以重点关注北京君正和
围海股份。 (中财)

下周八股发行，优选谁？

下周一交易提示：⊙*ST东热名称
变更为ST东热 ⊙金飞达1 . 45亿股、威
华股份9979万股、歌尔声学2 .7亿股、
亿纬锂能60万股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上市
⊙佐力药业400万股、捷成股份560万

股、东软载波500万股、力源信息330万
股首发机构配售股上市 ⊙中科英华
1 .34亿股、维维股份6600万股定向增发
机构配售股上市 ⊙南海发展7654万股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 ⊙内蒙君正2400万
股首发机构配售股上市 ⊙澳洋顺昌10
送3转7派0. 5、卫士通10转3派2、赛象
科技10转6派2 . 5、太极股份10转10派

6、益生股份10转3派3、天业通联10转3
派4、天齐锂业10转5派1、大康牧业10
送2转4派0 .5、汤臣倍健10转10派10、
天立环保10转10、天瑞仪器10转6派3、
华微电子10送1转2派0 .11，以上股权登
记

合同投资：⊙安徽水利逾3亿竞得
六安市一地块 ⊙万业企业塔岛铁矿计
划投资10亿 ⊙重庆百货拟1.36亿购楼
创办商场 ⊙沃尔核材拟向原股东配售
4891 .5万股新股获证监会核准 ⊙恒星
科技签逾亿销售合同 ⊙方正电机1707
万竞得浙江丽水市工业用地 ⊙水晶光
电1170万增资晶景光电 ⊙天虹商场近
10亿北京租物业扩商场 ⊙胜利精密拟

与福清福捷塑胶公司合资3000万建光电
科技公司 ⊙欧菲光取得韩国三星电容
式触摸屏合格供应商资格 ⊙万业企业

联手控股股东10亿建塔岛铁矿 ⊙龙星
化工11 . 2亿投资白炭黑项目 ⊙和而

泰1亿投资LED照明项目 ⊙獐子岛觊
觎鱼子酱市场，斥资亿元养鲟鱼 ⊙大

众公用拟1亿自有资金打新，参与一级
市场投资

增持减持：⊙天邦股份实际控制人
去年11月22日至今年5月18日累计减持
650万股 ⊙中福实业5月19日遭股东甩
卖900万股

定向增发：⊙康强电子拟11 . 09元/
股定向增发5700万股 ⊙中粮屯河拟

10 . 47元/股定向增发2 . 5亿股，募资用
于糖业布局及番茄产业链延伸

股权变动：⊙新大洲A拟5亿买子公
司33 . 33%的股权 ⊙东方市场拟1662
万的价格向大股东丝绸集团转让盛泽东
方丝绸交易所65%的股权 ⊙五粮液
3 . 55亿叫卖新晨动力50%股权，或退出
汽车发动机领域 ⊙st甘化1 . 9亿安置
员工涉及5300人，控股股东4.2亿转让控
股股权给德力西集团

其他：⊙ST光华子公司5. 18亿增资
海南逸盛 ⊙洽洽食品2206万增资重庆
洽洽 ⊙滨江集团拟3 . 3亿增资杭州公
司

一语中的

中信卓越成长
5月19日成立

中信旗下最新一款集合理
财产品——— 中信证券卓越成长
股票集合计划5月19日成立。据
悉，作为国内券商龙头中信证券
旗下今年发行的首款非限定性
大集合计划，自4月11日正式推
广以来备受市场热捧，成立份额
25.24亿份。

在今年震荡行情中，投资风
格明显、历史业绩稳定突出的券
商集合理财受到投资者青睐。公
开数据显示，一季度券商集合理
财产品收益跑赢公募基金赚足人
气，此次发行的中信卓越成长股
票集合计划也被投资者寄予厚
望。业内专家分析认为，以新兴产
业为代表的成长股仍将延续长期
向上的格局。据悉，中信卓越成长
主要投资具有持续发展能力、巨
大发展潜力和较大投资价值的中
小市值股，这类股票以新兴产业
为主，从而获得高额收益。

多家券商看好
金鹰基金新指基

随着A股的震荡下跌，“反
弹利器”指数基金成了机构关注
的热点，首只跟踪“技术领先”指
数的金鹰中证技术领先增强指
基更是被国信、华泰联合等多家
券商看好。过去5年中，中证技术
领先指数涨幅512 .36%，而同期
沪深300指数和上证中小板指分
别涨了212.81%和325 .33%。

目前指数接近底部区域，
虽然存在挑战极限点位2750
点的可能性，但从投资操作
看，继续系统做空的意义不
大。根据我们年度和二季度策
略周报的逻辑框架，拐点将由

“政策预期变化”打造出来。而
政策预期变化取决于决策层
对“通胀”和“增长”目标的权
衡。

在下跌空间有限、政策拐
点未明之时，市场趋势性机会
不大，投资差异关键在于行业
选择。在周期类、大消费类、金
融地产类、中小市值股票类四
大分类中，我们认为，机会在
于大消费和中小市值股票。

1、周期类。一季报显示，
目前许多周期类行业都呈现
终端需求不旺，库存累积的情
况。煤炭、有色金属等上游行
业上市公司的库存都从高位
回落，呈现去库存的迹象；石

化行业库存情况较为乐观，同
比增长处于相对低位；化工行
业、通用设备等中游行业库存
也呈现回落态势；由房地产需
求引导的工程机械、玻璃行业
库存一季度已经从高位开始
回落，二季度这一去库存化过
程预计将延续；乘用车行业需
求低迷，上游轮胎企业库存再
度累积，重要原材料冷轧薄板
的库存也在高位，二季度都有
去库存化要求。因此，在去库
存进程中，在二季报业绩压力
释放之前，总体建议低配上游
资源品和中游制造业等周期
类板块。

2、大消费类。目前零售
2011年动态估值处于历史
17 . 39低位水平、医药处于
35 . 5水平、食品饮料处于
21 . 73水平，具备绝对收益价
值。从短期投资节奏看，大消
费在经历前两个季度的调整

之后，在周期类板块反弹行情
暂停之时，其相对投资价值凸
显，给予超配建议。

3、银行地产类。决定其投
资价值的最大因素是政策。在
政策拐点未明朗之前，不具备
趋势性机会。但其估值比资源
品和制造业更具优势，且业绩
压力小于它们，给予接近标配

的建议。
4、中小市值股票。市场趋

势性机会不大时，中小市值股
票和主题板块往往成为投资
关注点。在经历近半年调整
后，中小市值股票释放了高估
值风险，后期可望获得超额收
益。

(海通证券)

格理财看台

行业 投资逻辑 关注公司

食品

饮料

一季度细分行业增速仍以白酒为最快，随着天气转热，啤
酒迎来消费旺季。食品加工业由于价格受指导，影响成本转移，
而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将逐步清除。

贵州茅台
五粮液

青岛啤酒

商贸

零售

一季报显示，零售企业主要上市公司业绩保持稳定增
长。目前估值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板块处于适合的投资区
间。

西单商场
百联股份
王府井

医

药

整体药价水平下调和上游原材料上涨的双重挤压，医药板块
估值分化，不受降价影响的医药相关行业、资源性医药股和创新能
力强的药企仍会有较好表现。

科伦药业
东阿阿胶
东富龙

水

泥

全国水泥均价已经连续四周出现上涨，“电荒”出现后拉闸限电
也随之而来，水泥供给受限利于企业提价，行业盈利水平有望提高。
目前在业绩支撑下，水泥股没有出现高估。

海螺水泥

天山股份

重点关注行业及公司

周五A股市场继续维持
疲弱震荡走势。两市成交
1434亿元，较周四萎缩近一
成，创自1月26日以来的4个
月成交额新低。其中，沪市
成交连续三日在千亿之下。

盘面观察，昨日两市股
指波动的区间明显变窄，沪
指全日在2850至10日线间窄
幅波动，个股跌多涨少，但跌
幅超过5%个股不多。昨日上
市新股则延续了近期良好表
现，都未出现破发。

技术上，本周创业板指
数继续遭受空方打压，连续
五日杀跌且接连创出调整
新低。周跌幅为3.77%，逾八
成交易个股本周下跌。相对
而言，沪指重心较为稳定，
本周虽然一度跌穿2319点
以来的上行通道，但当日迅
速收回，并始终保持在该支
撑线上缩量震荡。周线上，
沪指继上周收出十字星后，
本周在120周线上再度收出
绿十字星，下周5日线将下

移至2860点附近，技术上倒
逼股指作出方向性选择。

纯技术而言，多方目前
急切需要一根放量中阳线
改变目前的窘迫形势，而一
旦市场果真出现放量中阳
线，股指短期反弹空间将被
打开。但因宏观经济面、政
策面、资金面仍看不到支撑
股指大涨的动力，对于本轮
反弹投资者应谨慎应对，股
指冲高后不排除再度探底。

(中证投资)

两市成交创4个月来地量

多信号暗示变盘来临

在本周“夹板”行情中，19
位擂台赛选手，有15位满仓操
作，占到了八成。仅“规矩守
信”空仓，“李苹”采取了半仓
策略，“银地庄稼”和“三人行”
的仓位也在七八成左右。

由于多数选手处在被套
状态，本周参与热情依旧不
高，仅“银地庄稼”、“专一”、

“满仓红”等六位选手有所动
作，但与本周走势较佳的银
行、酒类板块“绝缘”。本周战
罢，仅“半闲散人”、“李苹”、

“涨停板”、“银地庄稼”、“阳
光”、“三人行”六位选手跑赢
大盘。

从排行榜来看，“半闲散
人”持有的华谊兄弟本周五

连阴，令其账户收益率缩水
逾5个百分点，与第二名“李
苹”差距不到一个百分点。从
擂台赛战报记录来看，“李
苹”从2月21日开始持有的
ST珠江，一路稳健上行，截
至 周 五 ，累 计 收 益 率 达
28 . 27%。看来，在震荡市中
更应精选个股为主。

从本周有所操作的选手
来看，“命中率”较高。除“夏
天”和“胶东牛仔”有所浮亏
外，其余均有所斩获。“专一”
周一与周五两次介入杭萧钢
构，为其贡献一定收益，并躲
过周四该股近3%的下跌。另
外，周三“满仓红”5 . 57元/
股补仓100股中国联通，周五

收于5.7元。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踩

上”跌停板的两位选手果断
进行了换股操作。周二，“银
地庄稼”和“海河”分别持有
的赣能股份与精工科技等前
期强势股突现跌停，致使当
天两人收益率分别剧降了约
5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在
遭遇跌停板的情况下，“银地
庄稼”处变不惊，周二在赣能
股份跌停时，果断换股，买入
力合股份。同样周二“中弹”
跌停板的“海河”在周四将精
工科技调仓为民生银行。从
目前来看，两位选手的换股
操作还是成功的。 (财金
记者 季静静 杜振宁)

八成选手满仓操作
“夹板”行情赚钱依然很难

格擂台观战

根据大智慧超赢资金
流向统计显示，大盘资金昨
天净流出21亿。个股资金流
入前五名分别是华神集团、
五矿发展、贵州茅台、格力
电器、万业企业。

昨日多空暂时平衡，银
行等权重股走势较稳，主动
性抛盘并未涌现，由于做多

动能匮乏，资金更多的是通
过反弹减仓，一旦股指短线
过多维持横盘状态，不排除
出现弱势行情“久盘必跌”
的情况。此外，近期国际板
的消息越来越多，这对股指
将构成利空。因此，在目前
相对弱势平衡情况下，投资
者需做好两手准备。

资 金

透 析 弱势平衡需两手准备

个股简评 扎A07版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共
计50家上市公司实施了定向
增发，募集资金达到了640亿
元。其中，基金参与了26家上
市公司的定向增发，截至5月
18日，其中仅在得润电子、国
脉科技、东方雨虹以及国统
股份等4家上市公司定向增
发上出现了“浮亏”，其余22
家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浮
盈，总计已经超过了1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基金26
次定向增发主要集中在金属
非金属、机械设备仪表、社会
服务业等，而金属非金属以
及机械设备仪表则是基金一
季度增持的重头所在。

数据显示，易方达基金
公司参与定向增发的热情最
高，今年以来共参与了8家公
司，分别为黔源电力、得润电
子、獐子岛、柳工、广百股份、

黑猫股份、海利得和国统股
份，浮盈共计超过1 . 5亿元；
其次是华夏基金公司，共计
参与了5只个股的定向增发，
分别为海利得、国统股份、综
艺股份、华联股份和得润电
子，浮盈超过8033万元。兴业
基金参与了4只个股的定向
增发，分别为得润电子、升达
林业、国中水务和华联股份，
浮盈超过了1.76亿元。(上证)

基金参与定增锁定三大行业

沪指周K线

沪指日K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