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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融观察

据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到 11 月 10 日收盘， 两市融资余

额为 10180 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

增加 18 亿元； 两市融券余额为

50.01 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0.37亿元。

资金流向方面， 资金净流入

前 5 的个股是京东方 A （2.99 亿

元）、特变电工（2.15 亿元）、中信

国安 （2.15 亿元）、 工商银行

（2.03 亿元）、 士兰微 （1.37 亿

元）。 其中，资金流入最显眼的当

属半导体龙头公司———士兰微。

由于半导体行业公司三季报业绩

改善， 为电子行业三季报营收增

速最快的子行业及智能手机四季

度需求持续旺盛， 半导体企业业

绩持续增长可期， 带动了市场资

金对板块的炒作热情， 后市有望

持续走强。 资金净流出前 5 的个

股是海螺水泥（1.87 亿元）、永辉

超市 （1.53 亿元）、 贵州茅台

（1.09 亿元）、中兴通讯（9332 万

元）、方大炭素（8232万元）。

指数连收 6 阳、 融资余额持

续增加， 为指数上行起到一定支

撑作用， 有较强盈利预期的半导

体、 国产芯片等受到资金持续关

注，外资配置中国“核心资产” 的

预期升温，市场进入良性循环。 操

作上继续关注细分行业的龙头品

种或者直接配资 ETF基金。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段平剑

周一午后， 贵州茅台

（600519） 股价拉升涨

2% ， 突破 690 元整数关

口， 最高价达 692.78 元。

截至收盘， 贵州茅台股价

报 687.88 元，全天涨幅为

1.46% 。

今年以来， 贵州茅台

股价已经累计涨逾 110% 。

贵州茅台股价盘中突破 690元

贵州茅台日 K线图

黔股

看台

周一早盘两市小幅高开，沪

指震荡上行再创新高， 午后维持

强势震荡走势， 创业板指数小幅

回落再度反弹，在 1900点附近维

持窄幅震荡，上证 50早盘冲高后

小幅回落， 沪深 300指数创反弹

新高，至收盘时，沪市 6 连阳，成

交量放大。

盘面上，宁德时代 IPO 受益

股早盘异动， 天华超净一字板涨

停，华西股份大幅拉升后回落，多

家新股开板， 具备光伏概念的振

江股份开板回封， 带动清源股份

涨停，光伏概念延续强势，另外两

只新股丽岛新材和九典制药开板

回封，吴江银行盘中封板，带动银

行股大幅反弹。韦尔股份停牌后，

江丰电子带动芯片概念股反弹，

科大讯飞盘中大幅拉升， 带动人

工智能板块大涨。 基因测序龙头

华大基因再创新高， 带动基因测

序概念小幅反弹。午后，周期股异

动，韶钢松山冲击涨停，芯片概念

再度爆发，北方华创一度涨停，星

帅尔午后涨停， 带动高送转预期

股走强。

技术上， 沪市大盘月线图上

的 M A C D 指标线与 K D J指标线

成金叉共振状态， 显示大盘反弹

还有上冲动能； 周线图布林带上

轨道线（3481 点）向上倾斜牵引

股指与其靠近。 不过，30 分钟图

上的 M A C D 指标红色柱缩短和

K D J指标线运行到高位， 提前发

出了对应级别回落调整的信号；

早盘高开的诱多缺口（3432.67

点）在短时间内会被回补。

后市研判， 我们认为大盘短

线诱多后或再回杀洗盘， 修正短

线超买的技术指标， 然后再冲击

周线图布林带上轨道线。操作上，

继续关注科技硬件、先进制造(电

子元器件 /手机产业链、家电、部

分汽车)与大消费；部分低估值、

基本面稳健的周期， 关注部分受

益供给侧改革的原材料及保险、

券商，坚定持股信心。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袁兴春

资金流向

周一，沪深两市主力资金净流

出 161.2748亿元。

沪股通方面，昨日沪股通资金

流入 1.94 亿元， 港股通资金流入

28.40亿元。

行业方面，昨日资金净流入前

5 的板块为：钢铁行业、软件服务、

玻璃陶瓷、 水泥建材以及煤炭采

选，分别净流入 10.92亿元、7.61亿

元、3.51 亿元、2.16 亿元和 1.23 亿

元。

个股方面，钢铁行业净流入居

前个股有：韶钢松山（2.01 亿元）、

宝钢股份（1.70 亿元）、方大特钢

（1.54亿元）。

软件服务净流入居前个股有：

科大讯飞（13.08 亿元）、四维图新

（2.69 亿元）、中科信息（6478 万

元）。

玻璃陶瓷净流入居前个股有：

南玻 A（3.02亿元）、亚玛顿（3257

万元）、旗滨集团（2410万元）。

白龙马的疯狂表现，让大多数

投资者目瞪口呆。很多投资者患上

了“恐高症” ，面对高高在上的股

价不敢下手，其实市场还有一些业

绩持续增长的二线蓝筹股还属于

低估。 比如工业机械板块，我们 11

月 7 日推荐的上海机电已累计上

涨 13% ， 三一重工已累计上涨

12% 。 建议投资者坚定持有手中二

线蓝筹。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杨明谦

主力资金

继续看好科大讯飞

昨日资金净流入 13.08 亿元

▲ ▲ ▲ ▲

【解析】

10 月 31 日， 国际奥委会正式宣

布， 认证电子竞技运动为正式体育项

目。这意味着国际奥委会开始把电竞纳

入奥运会的比赛，预计其最早可能出现

在 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数据显示，2016 年国内电竞市场

规模达到 504亿元，预计未来三年年复

合增长率将超过 25% 。 电竞“入奥” 无

疑将进一步引爆市场。

【影响个股】

联络互动 顺网科技 完美世界

浙数文化 昆仑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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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盘：3435.18点 最高：3449.16点

最低：3435.08点 收盘：3447.84点

涨跌：15.16点（0.44%）

成交：2667亿元

开盘：1904.58点 最高：1911.17点

最低：1895.87点 收盘：1906.44点

涨跌：5.81点（0.31%）

成交：901亿元

开盘：8075.18点 最高：8157.98点

最低：8058.08点 收盘：8153.39点

涨跌：84.93点（1.05%）

成交：1461亿元

开盘：11657.63点 最高：11714.98点

最低：11631.19点 收盘：11695.00点

涨跌：49.95点（0.43%）

成交：3298亿元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 中小板指

事件

电竞“入奥”催生巨大市场

【解析】

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周长

强近日表示，卫计委指导医疗机构推广

自体血回输技术，减少异体输血和输血

不良反应的发生， 节约血液资源。 2013

年以来，自体血回输比率增长了 30% 。

近年来，我国频频出现“血荒” ，使

不少患者陷入困境。 自体血回输技术无

疑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通过

“术中自体血回输技术”的应用，可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血荒” 。

【影响个股】

万东医疗 创新医疗

事件

我国将大力推广自体血回输技术

热点事件聚焦

沪指六连阳 再创新高

【解析】

证监会网站 10日公布宁德时代创

业板 IPO 预披露文件。

宁德时代是一家动力电池系统提

供商。目前新能源汽车及动力锂电池行

业均处于高速增长期。 宁德时代 IPO

募资加码动力电池系统项目，并借助上

市平台做大做强，有望给产业链上游的

配套企业带来更大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宁德时代的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了多家与之相关的 A 股上

市公司。

【影响个股】

先导智能 科达利 杉杉股份 天赐材料

中国平安 长安汽车 七匹狼

事件

“宁德时代”冲刺 IPO

恒生指数公司 11 月 11 日宣

布，舜宇光学科技（02382）、碧桂

园（02007）被纳入恒生指数成分

股， 同时剔除昆仑能源（00135）、

国泰航空（00293）。此次调整意味

着，舜宇光学科技（02382）、碧桂

园（02007）正式跻身蓝筹股阵营。

消息公布后，11 月 13 日舜宇

光学科技大涨 5.97% ，收于 149 港

元， 创历史新高。 碧桂园高开

11.4% ，全天震荡下行，收于 12.98

港元，上涨 5.7% 。 研究机构纷纷看

好新蓝筹舜宇光学，大摩给出的最

新目标价为 155元。

恒生指数是香港股市价格的

重要指标，恒生指数由香港恒生银

行全资附属的恒生指数服务有限

公司编制，是以香港股票市场中的

50 家上市股票为成份股样本，以

其发行量为权数的加权平均股价

指数，是反映香港股市价幅动趋势

最有影响的一种股价指数。

同日，恒生指数公司公布恒生

中国企业指数将加入广汽集团

（02238）作为成份股，同时剔除龙

源电力（00916），恒生中国企业指

数成份股数目目前为 40只。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简称：国

企指数或 H 股指数）反映了在香港

交易所上市的 H 股中较大型股的

表现，与恒生指数不同，国企指数成

份股的数目并没有限制， 但必须为

市值最大， 且在恒生综合指数成份

股内的 H 股。国企指数亦由恒生银

行属下恒生指数有限公司负责计

算。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外资配置中国“核心资产”预期升温

半导体板块有望持续走强

舜宇光学和碧桂园纳入恒指成份股

莲花健康 （600186）11月 13日晚

公告，公司控股股东睿康投资于 5 月 12

日至 11月 12日期间， 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增持 102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0.96% ，增持计划已完成。

南大光电 （300346）11月 13日晚

公告， 公司股东上海同华 8 月 25 日至

11 月 10 日合计减持 171 万股， 减持比

例为 1.06% 。 减持完成后，上海同华及其

一致人合计持股 2106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 13.09% 。

公司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