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化集团（002497）12 日收

于 19.90 元，13 日以 20.10 元开

盘。 开盘后， 股价大幅波动，于

14:39 封涨停板，盘中开板 0 次，

收于 21.89元，涨幅 10.00%。

解析：消息面上，雅化集团

10 日晚公告，公司与川能投拟共

同收购四川国理锂材料有限公

司 62.75%股权，收购后将国理公

司存续分立为国理锂盐公司和

国理矿业公司，并对这两家公司

进行非等比例增资扩股，最终实

现公司控股经营国理锂盐公司、

川能投控股经营国理矿业公司。

交易前， 公司持有国理公司

37.25%股权；交易后，公司将持有

国理锂盐公司 56.26%股权，同时

仍持有国理矿业公司 37.25%股

权。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近期

表示，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

了双积分管理办法，近期即将发

布实施。 各企业要按照考核要

求， 努力改善传统汽车节能水

平，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 与此

同时，也启动了传统能源汽车停

止产销时间表的相关研究。

该消息刺激了锂电池板块

新能源汽车板块大涨，在双重利

好消息下，雅化集团近 4 日涨幅

超过 35%，且突破了 2015 年历史

最高位，后市可持续关注。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何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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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盘：3374.72点 最高：3387.14点

最低：3366.54点 收盘：3384.15点

涨跌：4.66点（0.14%）

成交：2307亿元

开盘：1884.54点 最高：1888.44点

最低：1874.87点 收盘：1888.43点

涨跌：3.95点（0.21%）

成交：813亿元

开盘：7541.54点 最高：7566.77点

最低：7490.07点 收盘：7566.77点

涨跌：18.78点（0.25%）

成交：1342亿元

开盘：11040.10点 最高：11091.49点

最低：11015.74点 收盘：11091.49点

涨跌：47.89点（0.43%）

成交：3089亿元

贵阳晚报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合办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 中小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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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家大讲堂

事件

【解析】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日

前表示，未来十年，中国服务外包

产业将步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

期” 。 商务部将推进服务外包向价

值链中高端跃升，加快服务外包数

字化进程， 建立跨界融合发展机

制，提升对发达国家接包能力。 另

外，由商务部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国

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将于本月

28日至 29日在杭州举行。

2006 年至 2016 年， 中国服务

外包执行金额年均增长率高达

54% ，从承接跨国公司的代码编写、

软件测试等非核心业务起步，已逐

步向 IT 咨询、数据分析、研发设计

等高附加值业务拓展。

【影响个股】

东软集团 博彦科技 润和软件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热点事件聚焦

【解析】

美国针对中国铝箔产品的“双

反”调查终裁预计 10 月确定。出口

受阻将迫使行业加快转型升级，锂

电用铝箔等成为重要方向。

铝箔凭借良好的机械强度和

延展性，已成为锂电池重要辅材之

一， 被用于正极集流体和铝塑膜。

集流体是锂电池关键部件，决定了

电池充放电性能和循环寿命。 铝塑

膜则是软包装锂电池电芯封装的

关键材料，市场长期被日、韩企业

垄断，对外依存度超过 90% 。 数据

显示，2015 年国内锂电用铝箔需

求量在 1.5 万吨， 随着锂电市场爆

发保持每年 35% 以上增速，且具有

极大进口替代空间， 发展前景广

阔。

【影响个股】

海默科技 航民股份 天地源

铝箔出口或遭“双反”危机

商务部推进服务外包产业升级

事件

上周四，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资

深投资顾问袁兴春在“赢家大讲堂” 上

为投资者带来了 “轨道线” 的实战技

巧，以下为主要内容。

一、轨道线是什么？

轨道线（ENE）是由上轨线(UPW-

ER)、下轨线(LOWER)和中轨线 (ENE)

组成。 轨道线的优势在于，其不仅具有

趋势轨道的研判分析作用，也可以敏锐

的觉察股价运行过程中方向的改变。

二、轨道线实战技巧

买点：1.当轨道线 ENE 向下缓慢运

行时，股价跌穿下轨 LOWER 后，很快

重新上涨穿越 LOWER 时， 可以买入；

2.当轨道线 ENE 向上缓慢运行时，股价

跌至下轨 LOWER 附近后重新恢复上

涨行情，这时即使没有击穿 LOWER 也

可以买入。

卖点：1.当轨道线 ENE 向上缓慢运

行时， 股价上涨穿越上轨 UPWER 后，

很快掉头向下并跌穿上轨 UPWER 时

可以卖出；2.当轨道线向下缓慢运行时，

股价涨至上轨 UPWER 附近后，出现掉

头下跌行情，这时即使股价没有触及上

轨 UPWER，也可以卖出。

三、轨道线特殊情况：

轨道线在平稳震荡的波段行情中

能够准确提示出买卖信号，但在股价处

于单边上涨或者单边下跌中技巧就完

全不一样了。

当股市处于急速上涨的过程中，需

要在股价向上突破上轨 UPWER 时买

入时机；当股市处于熊市中，在股价处

于急速下跌过程中，需要以股价向下跌

穿下轨线 LOWER时为卖出时机。

四、轨道线的计算公式

1.UPPER=(1+M1/100)* 收盘价的

N日简单移动平均

2.LOWER= (1-M2/100)* 收盘价

的 N日简单移动平均

3.ENE=(UPPER+LOWER)/2

����9 月 14 日 （周四）19:00- 21:00 的

“赢家大讲堂” 上，飞山街营业部的投

资顾问段平剑将为您讲解最强风口锂

电的投资逻辑。

“轨道线”

de实战技巧

雅化集团再度涨停

4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超过 35%

◆异动解析

周三早间，沪指小幅低开，维

持绿盘震荡走势，午后小幅反弹，

重新回到 5 日线上方， 创业板指

早盘震荡下行后， 午后小幅反弹

翻红，重新站上 10 日线，上证 50

指数早盘小幅回落后反弹， 午后

维持窄幅震荡至收盘。收盘时，沪

指小幅翻红， 创业板指重新回到

10 日线上方，两市成交量较前一

日缩量。

从盘面上看， 周二强势的芯

片替代概念龙头科大国创早盘大

幅低开，带动芯片替代股走弱；酒

鬼酒再度拉升， 带动白酒股涨幅

居前； 周二快速分化的锂电池概

念， 在雅化集团和科泰电源的带

动下集体反抽； 中环环保遭遇停

牌，次新股板块早盘表现不佳；苹

果新品发布， 苹果概念股早盘集

体低开，水晶光电领跌；柳钢股份

盘中大幅拉升，带动钢铁股反弹；

云煤能源盘中拉升至涨停， 带动

煤炭股反弹，其他板块如环保、基

因测序、银行等板块也有异动。午

后， 钢铁股在柳钢股份封板的带

动下再度反弹， 凌钢股份跟风上

涨。爱乐达封板，带动次新股氛围

转暖，建科院随即封板，化工板块

异军突起，兴化股份、南风化工相

继涨停；科大国创大幅拉升，带动

芯片替代概念股反弹。 西藏城投

大幅拉升封板， 带动西藏板块涨

幅居前。

技术上， 沪市周线图上的

MACD 指标线与 KDJ 指标线成

金叉共振状态， 显示对应级别的

反弹还有上冲动能， 周线图布林

带上轨道线（3406 点）向上倾斜

对股指构成牵引，大盘突破 3400

点只是迟早的事情。不过，日线图

上的 MACD 指标出现绿色柱和

MACD 指标线与 KDJ 指标线即

将形成死叉共振， 显示大盘再度

上拉后， 出现调整的风险也随之

增大。

操作上， 投资者近期的操作

宜“重个股轻指数” ，想要在“金

九银十” 行情中赚钱，需在热点

节奏转换上下功夫。短线上，大盘

股指创反弹新高以后再度拉升的

幅度越大，越要高抛，提防大盘诱

多反弹以后再度回杀洗盘。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袁兴春

分析师：预示短期震荡将延续

沪深股指缩量收涨

本报讯 光大银行贵阳分行

将于 9 月 10 日至 19 日， 代理销

售 2017年第五期储蓄国债（凭证

式） 和 2017 年第六期储蓄国债

（凭证式）。 投资者可到光大银行

各营业网点柜台购买。

按照财政部的安排， 本次发

行国债期限分为三年期和五年

期，其中三年期年利率 3.9% ，五年

期年利率 4.22% ，两期国债以 100

元为起点， 按 100 元的整数倍发

售、兑付和办理各项业务。

光大银行理财经理介绍说，

国债属于稳健的投资品种， 适合

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 一

直以安全性著称的国债赢得广大

投资者喜爱。 国债的另一优势是

可以办理质押贷款， 贷款期间国

债仍然享有既有的利率。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本期国

债不满 6 个月提前兑取不计付利

息， 市民购买国债前还要从资金

流动性、收益率、付息期等各方面

综合考虑。 （本报记者 王蕾）

光大银行贵阳分行发售国债———

投资国债 安全理财

市场动态

据《上海证券报》消息 投保基金公

司近日发布的《月度投资者信心调查专

报》显示，8 月,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信

心指数达到 58.6，环比上升 8.7% ，在前期

“稳” 的基础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

势头，创下 2016年 1月以来的新高。

月报显示， 投资者看涨大盘的预期

也大幅增强。其中，认为上证综指在未来

一个月会上涨的投资者占 28.2% ，看平的

投资者占比 52.8% ，认为可能会下跌的投

资者有 8.5% 。 预计上证综指在未来三个

月会上涨的投资者占比 27.7% ，50.5% 的

投资者看平，认为可能会下跌的占 9.3% 。

投资者信心指数

创 2016年以来新高

▲雅化集团日 K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