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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流通股

（万股）
净卖量

占流通盘

601208 东材科技 6400 1 . 91%

601599 鹿港科技 4240 1 . 39%

601116 三江购物 6000 1 . 065%

600167 联美控股 21100 0 . 819%

600771 ST东盛 16637 0 . 719%

601818 光大银行 400000 0 . 711%

600114 东睦股份 10768 0 . 694%

600706 ST长信 8502 0 . 676%

600102 莱钢股份 23377 0 . 665%

601113 华鼎锦纶 6400 0 . 651%

600768 宁波富邦 11446 0 . 51%

600586 金晶科技 36228 0 . 498%

600333 长春燃气 21672 0 . 462%

601199 江南水务 4704 0 . 456%

601118 海南橡胶 78600 0 . 416%

昨日主力增减仓板块及个股

板块 增仓比 增仓金额(亿) 资金流入主要个股

钢铁 0. 00% 0 . 467 包钢股份、华菱钢铁、安阳钢铁

板块 减仓比 减仓金额(亿) 资金流出主要个股

银行类 -0 . 03% -11 . 327 农业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
化工化纤 -0 . 04% -2 . 424 海南橡胶、东材科技、安纳达
房地产 -0 . 03% -2 . 163 福建三农、保利地产、广汇股份

有色金属 -0 . 03% -1 . 931 紫金矿业、中色股份、铜陵有色
电力 -0 . 04% -1 . 537 国电电力、申能股份、华电国际

昨日主力增仓前15名

代码 名称
流通股

（万股）
净买量

占流通盘

601311 N骆驼 6640 3 . 073%

600680 上海普天 7603 1 . 574%

600010 包钢股份 272041 1 . 336%

601566 九牧王 9600 1 . 006%

600346 大橡塑 21000 0 . 871%

600679 金山开发 18202 0 . 779%

600568 中珠控股 8547 0 . 507%

600738 兰州民百 22107 0 . 507%

600806 昆明机床 19819 0 . 462%

600237 铜峰电子 40000 0 . 401%

600975 新五丰 18028 0 . 392%

600108 亚盛集团 144119 0 . 353%

600967 北方创业 16458 0 . 336%

600589 广东榕泰 60173 0 . 327%

600640 中卫国脉 20641 0 . 318%

昨日主力减仓前15名

数据来自大智慧新一代(Level-2)

6月2日上证综指
开盘2715 . 32 最高2728 . 00
最低2676 . 54 收盘2705 . 18
下跌38 . 39点 成交955 . 54亿

沪股(600000-600050)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简 评

600000 浦发银行 13.21 -3.86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004 白云机场 7.92 -1.98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005 武钢股份 4.23 0.00 后市难有机会
600006 东风汽车 4.48 -2.61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007 中国国贸 8.98 -1.21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008 首创股份 5.90 -1.99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0009 上海机场 12.97 -3.21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010 包钢股份 7.44 10.06 仍将围绕5日,10日均线运行
600011 华能国际 5.56 -0.89 不看好
600012 皖通高速 5.59 -1.93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015 华夏银行 11.56 -5.25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016 民生银行 5.74 -4.01 回调空间较大

600017 日照港 4.28 -1.61 后市难有机会
600018 上港集团 3.89 -1.02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019 宝钢股份 6.36 0.32 仍将继续调整
600020 中原高速 3.40 -1.73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021 上海电力 0.0 0.0 0.0 停牌
600022 济南钢铁 4.75 1.93 股价将盘整待变
600026 中海发展 8.54 -2.29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027 华电国际 3.58 -2.45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028 中国石化 7.86 -2.00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029 南方航空 7.69 -0.13 后市难有机会
600030 中信证券 12.44 -2.35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031 三一重工 16.74 -0.59 继续维持弱势

600033 福建高速 3.36 -1.47 回调空间较大
600035 楚天高速 4.86 -2.02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0036 招商银行 13.27 -3.84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037 歌华有线 10.40 -3.08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038 哈飞股份 22.29 -3.04 回调空间较大
600039 四川路桥 10.23 -1.35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0048 保利地产 9.05 -2.9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050 中国联通 5.59 -0.71 回调空间较大
扎下转A板块版面中缝

个股数据资料来源于
山东神光启明星Level-2

父辈口中的当年，青菜
只要八分钱一斤，黄鱼一块
钱可以买一盆。时过境迁，
虽然现在的退休工资是当
年的五十多倍，但是许多商
品的价格也上涨了几十倍，
真实购买力的改善区间小
了很多。试想一下，如果市
场上有一个与通胀水平高
度相关的产品，其价值伴随
消费品价格增长而增值，等
将来需要消费时，您完全可
以用投资收益来对冲价格
上涨给购买力造成的损失。

自从黄金与美元脱钩
后，跑赢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投
资主题。我们认为，未来几
年，大宗商品依然会延续牛
市，其原因有三：

一、巨大的需求潜力。未

来十年伴随着中国、印度的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占全世
界人口25%以上人群的生活
水平将大大提升，这需要数
量巨大商品来支撑。举例来
说，如果我国人均GDP从当
前的4600美元增长到1万美元
时，国内日消费原油将从目
前1000万桶增加到1450万桶，
而目前国内石油供给只能满
足每日400万桶。

二、商品供应不容乐
观。仍以石油为例，传统陆
地石油开采从2005年开始
已经开始下滑，深海开采比
重不断上升，推高了石油生
产成本。传统陆地石油资源
主要在1950到1970年之间
发现，之后新勘探的资源量
也在不断萎缩。

三、货币因素。从长期

来看，发达国家巨额的债务
负担只有通过货币不断贬
值来消化。而大宗商品是抵
御货币贬值的有利武器。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投资商品类指数基金是对
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生
活所带来的影响的最便捷
的投资渠道。从“您将来需
要什么，现在就投资什么”
这个理念出发，在您的财富
配置中增加一些商品类指
数产品的权重，在大宗商品
长期上涨的背景下，不失为
明智之举。 (华安基金)

抗通胀要投资商品指数钱途漫步

德勤中国落子济南

德勤中国济南办事处日前
正式成立，作为全球知名专业
服务事务所，这是德勤在华设
立的第15家办事处。德勤中国
主要为各行各业的上市及非上
市客户提供审计、税务、企业管
理咨询及财务咨询服务。
德勤中国华东区主管合伙

人萧耀熙先生在致辞中表示，
济南的经济发展需要像德勤一
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在审计、税
收、金融、文化、旅游等方面提
供服务，在服务济南这一过程
中，德勤也能够实现自身价值。

据悉，随着新办事处的设
立，德勤中国将为客户提供跨
领域专业服务的办事处提升至
15家，覆盖包括北京、重庆、大
连、广州、杭州、香港、济南、澳
门、南京、上海、深圳、苏州、天
津、武汉和厦门。目前，德勤中
国是员工人数继美国、英国和
加拿大后的第四大德勤成员
所。 (王小平)

格基金看台

南方保本50亿限额
4天销售近半

目前正在农行、工行、建
行、中行、招行等银行券商网
点发行的南方保本混合型基
金，凭借其产品和投研实力的
优势备受基民关注。截至6月1
日，短短4天时间募集近25亿。
业内人士指出，照此趋势，该
基金或将快速达50亿的募集
上限。据悉，南方旗下国内首
只保本基金南方避险曾6次开
放申购，均提前售罄，最后一
次开放申购中一天申购额逾
27亿，并启动比例配售。

南方基金在保本基金领域
的投研水平堪称国内一流。截至
3月31日，南方避险成立以来收
益率268 . 05%，年化收益率
18 .27%，南方恒元保本基金自
2008年成立以来收益率34.69%，
超越业绩比较基准26 .33%。在
CPI高企、股市震荡背景下，南方
保本迎合了正在升温的避险情
绪。该基金以“三年期定存利率+
0.5%”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新华灵活主题基金
6月1日起发行
6月1日起，针对A股震荡市

特征而设计的新华灵活主题股
票型基金通过中信、建行、农行
等银行、券商及新华基金网上
直销渠道发行。拟任基金经理
李昱表示，该基金股票资产占
比为60%—95%，以长期性主题
为主线，根据经济和市场发展
动向，动态把握阶段性主题，及
时调整投资方向。

今日交易提示：⊙*ST德棉名称变
更为ST德棉 ⊙ST昌河名称变更为中
航电子 ⊙ST百花名称变更为百花村

⊙盐田港83875万股股改限售股上市
⊙大东南8832万股定向增发机构配

售股上市 ⊙达实智能3458 . 24万股、
科伦药业16949 .1万股首发原股东限售

股上市 ⊙亚威股份440万股、通达股
份524万股、徐家汇1400万股首发机构
配售股上市 ⊙东方财富10转5派1 .5、

特变电工10转3派1、太原重工10送4转6
派0 .5、华锐风电10送10派10，以上股权

登记
合同投资：⊙南京新百重组方案尘

埃落定，三胞集团斥资6亿接盘金鹰股
权 ⊙鸿路钢构7亿建合肥综合生产基
地 ⊙皖通科技中标4870万合肥滨湖

新区项目 ⊙华发股份3 . 28亿沈阳拿
地 ⊙华东数控2 .2亿购新泰源船业海

域使用权等资产 ⊙瑞贝卡1500万美
元柬埔寨新设公司 ⊙科达机电与兴

辉能源签订7490万清洁煤制气管理框
架协议 ⊙浩宁达中标国家电网1 .2亿

合同 ⊙西部建设拟3 . 5亿建120万吨
水泥生产线 ⊙粤水电中标1 .4亿抗旱
工程 ⊙一汽富维1 .3亿扩保险杠产能

⊙九龙山7400万转让华龙证券4000
万股 ⊙阳光城“孙”公司2000万兰州

设下属公司 ⊙金智科技中标1134万
输变电项目 ⊙荣盛发展8300万获廊

坊一地块 ⊙东力传动6826万宁波竞
得三地块 ⊙重庆百货拟2863万购置
一商业用房 ⊙钱江生化子公司4355

万竞得一地块使用权 ⊙名流置业子
公司5 .3亿竞得土地使用权 ⊙中原内

配正式成为菲亚特动力科技公司供应
商 ⊙超华科技拟5亿投建高精度电子

铜箔工程储备项目
股权变动：⊙顺鑫农业挥别花卉物

流港，回收资金15亿 ⊙宁波华翔拟2

亿回购1379万股 ⊙中卫国脉拟14 .92
元/股定向发行1 .34亿股

其他：⊙ST德棉重组泡汤 ⊙西
单商场重组方案获批 ⊙保龄宝收到

禹城市国土资源局2000万补偿款 ⊙
凯迪电力大股东6月1日减持1149万股

一语中的

受外围市场大跌和央行
清理平台贷等消息影响，周
四A股市场大幅下挫，上证
指数盘中最低探至最低
2676 . 54点，尾盘在煤炭、钢
铁等的助推下出现翘尾，沪
指重返2700点，再创近四个
多月以来的收市新低。两市
成交1565亿元，较周三放大
近一成半。另外，中小板指收
市跌1 . 3 9%，创业板指跌
2 .05%。

受汇金称近期未有四大
行股票增持计划、央行推进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理、十
家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

被叫停、3年期央票再启，以
及穆迪下调希腊主权债务评
级、美股重挫、油价大跌等多
重利空因素影响，银行股摇
身一变成为空头主力，两市
股指失守反弹通道后放量重
挫。然而尾盘多头突然发力，
大盘如起死回生一般重新回
到2700点上方。盘面上，银行
股领跌大市，华夏银行跌逾
5%，宁波银行、民生银行等
多数中小型银行股跌逾4%，
建设银行等大型银行股也跌
逾3%。

山东神光金融研究所刘
海杰认为，进入6月后，大盘

股拖累指数继续调整，但个
股批量跌停情况减少。相反，
部分超跌股被游资相中，快
速上涨，这显示出市场韧性
是比较高的。当然，即便有个
股冲锋在前，市场跟风盘并
不踊跃。在多杀多的格局下，
市场可操作性依旧很差。

技术上，沪指尾盘收回
2700点，并收出了“锤头线”。
世基投资预计，沪综指仍有
回补2656周线缺口的要求。
短线看，沪综指尾盘收复
2700，今日盘中或有超跌反
弹的发生。操作上，周五是端
午小长假前最后一个交易

日，而考虑通胀仍处于高位，
不排除假期再度加息的可
能，市场对此存在一定的顾
虑，仓位仍不可过高，关注5
日线和2700点得失。

(本报综合整理)

多重利空加速A股寻底
沪指盘中再度击穿2700，创近四个月收市新低

恐慌中建仓哪类股尾盘为何诡异拉升

一、是否跌到“三低”范围。主要是股
价在10元以下，股票流通盘不大，2亿内，
行业存在转轨，转型。

二、个股的日、周、月K线是否调整到
阶段性底部。

三、长期下降趋势延续了很长时间，
新的上升趋势雏形开始出现，例如日线指
标有2——— 3个不断抬高的低点。

四、如果是箱体运行的股票，是否跌
回长期箱底。

五、准确评估上市公司内在价值。如
果中小盘股业绩成长良好，基本面不存在
行业利空，不存在破产倒闭，那么，在恐慌
杀跌之后，特别是股价跌破10元，还在以
跌停方式砸盘的，应该大胆在恐慌杀跌中
吃进。 (世基投资 余峻威)

冷
眼
看
市

昨日尾盘的诡异拉升，主要是期指
合约IF1106空头大幅平仓所致，考虑到
前期股指已经严重超跌，短期内连续大
跌的动能不存在，说明昨日的中阴杀跌
可能就是空头主力借助外围市场和消息
面的利空刻意打压形成的，这样可以打
出空间从而使其顺利平仓、获利出局。

另外，我们发现期指合约IF1106持
仓量也在拉升后出现急剧萎缩，截至收
盘为33572手，较周四大幅减仓1947手。

经过昨日大跌，股指已经逼近前期
1664点和2319点连线的2668点附近，此
处支撑力度较强，期指合约多头昨日开
始试探性进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市场
最大的风险就是前期强势股的补跌。

(广州万隆)

百年人寿开业两周年感恩回馈

“黄金十年”限时限量热销
值此百年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两周年之
际，为答谢新老客户对公司
的支持与关爱，百年人寿在
山东市场隆重推出周年庆
献礼产品——— 百年黄金十
年年金保险(分红型)A款。
作为一款保险理财产品，
“黄金十年”将“理财”与“关
爱”概念有效结合，投保客
户不仅得到资金的保全与
收益，更可为家人奉献一份
弥足珍贵的爱心。

据了解，“黄金十年”作
为百年人寿开业两周年献礼
产品，将进行限时限量销售。
“黄金十年”具有如下特色：

本金很安全，满期十二

年。十二年满期，全额返还
本金，实现资产保全、增值，
达成积沙成塔的理财效果。

专家帮理财，期末享分
红。“黄金十年”不仅有专家
协助客户理财，客户还有权
参与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
盈利分配。(注：分红是非保
证的，实际分红情况请以公
司实际经营状况为准)

交通高保障，百年“护
身符”。凡是投保客户均享
有最高达30倍的交通保障，
额度高、保障全，相当于拥
有一份百年“护身符”。

年年安全奖，即交即领
取。百年人寿关爱客户，特
设安全奖励，即交即奖，年

年祈福。
“黄金十年”的推出再

次践行了百年人寿长期以
来倡导的“关爱”企业文化。
一张保单，关爱自己、关爱
家人，“黄金十年”助您畅享
财富人生！

“黄金十年”产品详情
请咨询百年人寿全国统一
客服专线：4006-999-100。

百年人寿山东分公司
地址：济南历山路157号天
鹅大厦3层

沪综指日K线

昨日，银行等权重板块
的杀跌拖累指数明显使得两
市主板纷纷创出近期调整新
低，但中小板以及创业板指
并未跌穿前低，经过前期大
幅调整过后，不少中小题材
股出现明显抵抗。根据大智
慧超赢资金流向统计显示，
大盘资金全天净流出31亿。
资金流入前五名分别是包钢
股份、中钢吉炭、斯米克、亚
盛集团、兖州煤业。

因此，昨日下跌很有可
能是属于权重股的补跌，以
及对于加息预期的提前反
应。虽然股指中线趋势依然
扑朔迷离，但是从短线来看
投资者则不应过分恐慌，跌
除非出现超预期的利空，如
经济大幅下滑、人民币贬值、
国际板或新三板提前推出
等，大盘难大涨，但也不易深
跌。操作上，投资者仍可精选
个股以对反弹。

指数调整空间有限
资 金
透 析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半闲散人 71581元 668元 7 . 22万 6 . 61万 9 . 23% 1
持股不动 赛前买入的4700股（300027）华谊兄弟，昨收15 . 23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三人行 62010元 36076元 9 . 81万 9 . 67万 1 . 45% 2
操作

7. 5元卖出东方通信3000股，7 . 58元卖出东方通信2200股，共计5200
股；7 . 32元买入国投电力3000股；17 . 83元买入晋亿实业1000股。

持仓

代码 简称 数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收盘价

600886 国投电力 3000股 6月2日 7 . 32元 7 . 35元

601002 晋亿实业 1000股 6月2日 17 . 83元 17 . 82元

600776 东方通信 3000股 6月1日 7 . 26元 7 . 38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潜伏 139329元 1158元 14 . 05万 14 . 01万 0 . 29% 3

持股不动

代码 简称 数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收盘价

300129 泰胜风能 5700股 5月30日 14 . 08元 14 . 66元

300005 探路者 3900股 6月1日 15 . 05元 15 . 12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规矩守信 0元 90465元 9 . 04万 9 . 04万 0 . 00% 4
其他选手战况：第5名李苹-4 . 21%；第6名宁静-4 . 92%；第7名佳辉暖气-8 . 11%；

第8名阳光-8 . 69%；第9名银地庄稼-9 . 12%；第10名涨停板-10 . 03%；第11名愚
渔-10 . 62%；第12名夏天-11 . 85%；第13名说到做到-12 . 32%；第14名大雁-12 . 55%；
第15名专一-12 . 82%；第16名满仓红-17 . 70%；第17名胶东牛仔-18 . 10%；第18名那
风微微-18 . 28%；第19名海河-21 . 95%

今日上市新股概况

代码 简称 主营业务 本次上市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机构定位（元）

601010 文峰股份 零售企业 8800万股 20 . 00元 31 . 45倍 18 . 20-28 .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