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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强劲反弹 走势再现深V
11家央企成A股大反弹“带头大哥”，有机构认为抄底时机未到

伴随大盘前期的大幅上涨与近
日的急挫，A股市场整体已处高位且
面临回调压力，多家上市公司重要股
东纷纷趁机减持公司股票。但也有部
分高管及其家属选择逆势增持。

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A股市场
共计有96家上市公司获重要股东增
持，同期遭重要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
达640家，后者是前者的6倍之多。

根据Wind统计数据，5月16日以来，A
股市场遭重要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共计
达640家，而获增持的上市公司仅为96家。

6月1日至16日，重要股东的公告
减持参考市值已达862亿元，距千亿
元门槛仅相差138亿元。若将增持与减
持数据合计，叠加后其总的参考市值为
-776亿元，减持规模远大于增持规模。

据《证券时报》

端午节将至，股市行情却不给力。
六月以来，大盘围绕5000点宽幅震荡，打
破许多人的股价翻番就离职的梦想。但
是，经过数据宝小编筛选，总会有几只个
股连续3年在端午节前“发红包”。

据证券时报数据中心统计，近3
年来端午节前5个交易日的累计涨跌
幅分别为-1 . 53%(2012年)，-3 . 90%
(2013年)，0 . 23%(2014年)。其中，有
39只个股连续3年节前5个交易日累
计涨幅均为正。

具体来看，有荣之联和迪威视讯
两只股近3年端午节前5个交易日累
计涨幅均超过5%。其中，华媒控股、易
联众、远方光电、渤海活塞和宝诚股份5
股每年的涨幅依次增长，华媒控股的涨
幅依次为0 . 22%、1 . 15%、18 . 08%；宝诚
股份的涨幅依次为2 . 33%、4 . 50%、
6.94%。 据《证券时报》

代码 名称 涨跌幅 流入净额

600795 国电电力 9.96% 29.08亿

600886 国投电力 9.98% 18.84亿

601766 中国中车 4.03% 10.77亿

601918 国投新集 9.97% 8.97亿

601898 中煤能源 8.70% 7.29亿

600255 鑫科材料 9.97% 6.02亿

300059 东方财富 10.00% 5.70亿

600737 中粮屯河 10.03% 5.30亿

000930 中粮生化 10.01% 4.31亿

600863 内蒙华电 10.07% 4.03亿

超级资金增仓的前10只个股

代码 名称 涨跌幅 流入净额

601328 交通银行 0.78% -16.52亿

600000 浦发银行 -1.25% -9.83亿

600016 民生银行 0.20% -8.31亿

600567 山鹰纸业 -1.68% -8.02亿

002004 华邦颖泰 -6.03% -6.58亿

000725 京东方A 0.78% -6.37亿

601688 华泰证券 -1.73% -4.46亿

600839 四川长虹 -3.47% -4.34亿

000001 平安银行 0.58% -4.21亿

002024 苏宁云商 -0.53% -4.12亿

超级资金出逃的前10只个股

主力买卖的股票
你手中有吗

资金动向

96家公司获股东增持
统计发现减持规模仍较大

这些股票连续3年

端午节前发红包
财经视点

国务院部署加大重点领域有
效投资。

中行建行有望接棒混改，分
析称银行业二次革命启航。

农业部力推现代畜牧业，振
兴中国奶业。

商务部：我国外贸依然处于
战略机遇期。

中银国际推出全球首个中资
基准商品指数。

大盘预测

广州万隆认为，大盘经过前
两日杀跌后，周三再次跳水杀跌
甚至刺破4800点。虽然指数连续
三日杀跌风险已逐渐释放，但盘
面却暴露出三大不祥凶兆，这或
暗示着大盘企稳还欠缺基础，空

头后市或还有一波杀跌。不过，近
三日股指跳水中逆势抗跌、有主力
资金护盘的个股，更可能成为大盘
杀跌洗牌后的逆势领涨龙头，投资
者不应错杀。

板块动向

中澳自贸协定在内容上涵盖
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
实现了“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
衡”的目标，是我国与其他国家迄
今已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整体
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

近期热点板块轮换炒作，在
利好消息刺激和游资关注下，中
澳自贸概念有望炒作，投资者可
关注东方锆业、光明乳业等相关
概念个股。

投资策略

招商证券研报近日认为，这
轮牛市被称之为改革牛，国企改
革主题投资当然是这轮牛市中
的最大机会。预计在未来一段时

间，随着国企改革政策密集出
台，市场将不断向纵深推进，央
企有望迎来新一波改革浪潮，围
绕国企改革的主题投资将再度
兴起。

配置方向上，传统行业经过
风险化解和效率提升之后，配置
价值正在提升，特别是通过本轮
国企改革将有效提升国有资产
的市场价值；看好新经济方向资
产的投资价值，如“互联网++”、
新能源汽车、车联网等板块。

公司公告

数码视讯预披露中期高送
转，拟10转10。

永安药业拟1亿元设立子公
司，布局健康养老。

东方能源3亿投建涞源光伏
发电项目。

新洋丰拟与阿里巴巴合作，
发展农村淘宝。

记者 孙晋国 整理
（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

基金转战国企改革主题

本报讯 据澎湃新闻报道，6月17
日，沪深两市三大指数上演惊心动魄
200点V形大反转，幸有央企改革、电
力改革概念股护盘，最终沪指翻红收
复4900点，大涨1 . 65%。

央企改革概念股当天领涨各板
块，也是带领大盘翻红的重要力量，成
为反弹“带头大哥”，其中，华电能源、
华电国际、中粮屯河、洛阳玻璃、国药
股份、中粮生化、中粮地产、瑞泰科技、
中成股份、国投电力、国投新集，共计
11股涨停。

消息面上，有财经媒体从接近国
务院国资委人士处获悉，国企改革顶
层设计中关于央企分类、国资投资运
营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四
个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

此外，央企改革试点企业陆续展
开大动作也给市场增添了信心。6月
16日晚，新兴际华集团旗下的际华集
团宣布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
事项，从17日起停牌。新兴际华集团
是首批6家改革试点央企之一，旗下
另一家上市公司新兴铸管也已停牌。

而另外5家试点央企的改革进程
同样如火如荼。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旗
下的万润股份、中国建材集团旗下的
北新建材都处于停牌中，其中万润股
份已明确“筹划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
产重组”。

创业板股本修复力强，代表万众
创新、经济转型的政策背景下，资金对
创业板认同。后市要多关注小盘补涨
的股、利好未兑现充分且叠加资本运
作的标的股，互联网+、制造升级智能
概念股、高送转股等，这些主线将更大
概率在震荡中崛起。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最近两个交
易日的下跌使得市场赚钱效应减弱，
亏钱效应递增，这对市场信心和情绪
形成了负面影响。

尽管市场已经有所回调，“我们并
不认为现在是抄底时机，短期内市场
可能继续调整，”德银在报告中如是
称。

德银建议投资者关注近期的一些
全球性事件，包括希腊问题和联储议
息，此外，香港的选举改革议案投票、
中国市场利率的上升也值得关注。

本报讯 据澎湃新闻报道，
量能萎缩，5000点左右的震荡还
将持续多久，该空仓观望还是介
入抄底？

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荀玉根认为，回调是过快上涨的
高原反应，牛市趋势未改，连续
下跌后不安很正常。牛市的中期
调整需要很强的政策事件改变
市场预期，当下的回调只是过快
上涨后的高原反应。

他判断，牛市趋势并未改

变。这是中国梦牛市，储蓄率与
投资率裂口拉大，资金汹涌澎
湃。3月来市场第二次加速上涨，
资金入市平民化，杠杆占比被摊
薄。政策环境未变，势不变。

荀玉根建议，投资者要守
筹、捡筹。牛市震荡是布局好时
机，转型牛的成长仍是主战场，
如互联网+、中国智造、医疗服
务，主板机会体现为政策催化的
主题，如大上海、国企改革。

买方机构也认为，震荡市是

介入的良机。星石投资维持长期
牛市观点不变，在确定了短期确
定性最强的板块后，每次市场的
短期调整，都是入场的良好时
机。

星石称，目前仓位已经切换
至消费板块，如新兴消费(电影、
旅游、互联网消费)、传统消费
(食品饮料、生物医药等)，因为
消费板块估值合理,并且企业盈
利迎来反转，下阶段会有较好的
结构性行情。

5000点拉锯战 还有几个回合
不少机构建议股民守筹、捡筹

周三A股先抑后扬，又一次
上演了大V反攻走势，其中创业
板指更是大涨近4 . 5%。整体看
盘面急跌随后及时修复，体现了
牛市的运行特征。但除此之外，
另一“神奇规律”似乎也在影响
着大盘走势。

据统计发现，自去年本轮
IPO重启以来，新股发行与股指

走势之间便有着某种神秘关联：
即每一批新股申购期间为一轮
调整末端，而申购结束则是股指
新高之旅的开始时。

此规律自2014年下半年至
今从未被打破！并且，自上一批
中国核电等股申购开始，多头动
作有提前倾向，完全不等申购资
金解冻就动手，近两日的表现同

样如此。
因此，17日股指V形反击，

既是意料之外，但从上述规律来
看，也是情理之中。背后无论是
主力刻意操作，或是资金抢筹的
反应，还是“看不见之手”为IPO
护航，均可为投资者提供一些可
循的蛛丝马迹，而不至于在急跌
中过度恐慌。 据《证券时报》

有此一说

V形行情背后暗含神奇规律

股民在证券交易大厅盯盘。

本报讯 据东方财富报道，有机
构援引知情人士称，本月到期的MLF

（中期借贷便利）总规模约6700亿元，
至少部分不续作。由于当前3 . 5%的利
率不够有吸引力，银行要求不续作中
期借贷便利。分析师表示，稳增长政策
延续以及MLF不续终止的条件下，降
准对冲的可能性明显加大。

国信证券固收研究则认为，在年
度中期市场流动性波动压力加大、稳
增长政策延续以及MLF有可能不续
终止的条件下，降准对冲的可能性明
显加大，最终这种组合可起到降低银
行资金成本的作用。

国信指出，6月中旬的MLF到期
不续，相当于降低了超额准备金率大
概0 . 5个点，超额准备金率将降低到
2 . 5%附近，这个水平将回到1-2月份
时期水平(稳增长前期)。假如MLF续
作终止，则在稳定经济增长背景下，中
央银行有可能采用其他模式来补充缺
失流动性，降准或重新启动逆回购公
开市场操作成为可能。

事实上，降准0.5个点大致投放资金
规模和MLF到期规模一致，本质上并不
增加银行间体系流动性，但是由于两种
操作对于商业银行的成本不同，因此在
资金总量平衡的情况下，起到的最终效
果是降低资金成本的作用。

央行降准概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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