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杠杆资金无心念战

今年以来，以贵州茅台、格力

电器等消费龙头为代表的白马表

现尤为抢眼。而更多小市值概念股

在间歇性炒作之后逐步陷入泥潭。

A 股伴随海外增量资金的不断入

场，开始演绎港股化、美股化趋势。

从 A 股的走势来看，袁兴春认

为今年以来大幅上涨的股票为业

绩维持稳定增长的股票；近期闪崩

的股票越来越多，在选择个股时应

尽量避开近期大幅减持的个股。

张文知对个股进行详解：贵州

百灵为贵州四大医药股之一， 目前

处于下跌通道中； 和而泰主营家用

电器智能控制器， 业绩处于高速增

长的状态； 从两只股票近期的走势

来看，选择股票时业绩增长很重要。

段平剑建议：在选择股票时先

研究其基本面；其次查看近期是否

有限售股解禁；最后了解行业平均

市盈率，查看企业业绩承诺，计算

企业估值和预期的股价。

■预告

以“传播赢家思想，成就股市

赢家” 为己任，为您讲解：A 股投资

逻辑变化系列一。 今日 19:00-21:

00，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的投资

顾问袁兴春与你相约华创证券飞

山街营业部举办的“第六期股票沙

龙座谈会”（地址： 飞山街祥源大

厦 A 栋三楼）， 一起聊聊年末的操

作机会。

赢家大讲堂

市场机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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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盘：3291.31点 最高：3296.20点

最低：3254.61点 收盘：3293.96点

涨跌：-9.71点（-0.29%）

成交：1792元

开盘：1755.77点 最高：1784.82点

最低：1744.49点 收盘：1784.31点

涨跌：25.72点（1.46%）

成交：564亿元

开盘：7480.69点 最高：7538.71点

最低：7378.80点 收盘：7537.11点

涨跌：53.21点（0.71%）

成交：936亿元

开盘：10838.04点 最高：10911.33点

最低：10716.29点 收盘：10911.33点

涨跌：56.57点（0.52%）

成交：2142亿元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 中小板指

【解析】

全国瘦肉型猪出栏均价昨日

达到每市斤 7.44 元， 较前日上涨

0.09元。全国肉毛鸡价格也呈现持

续上涨。

此轮畜禽产品涨价不仅存在

季节性因素，也与行业门槛提高和

供给收缩有关。 目前所有生猪养殖

上市公司在总出栏量中的占比不

到 10%， 未来集中度提升的前景可

期。

【影响个股】

牧原股份 温氏股份 正邦科技

事件

畜禽产品价格连涨

热点事件聚焦

昨日早盘沪指小幅低开，跌破

3300 点，午后再度下行，创业板指

数早盘冲高回落，午后小幅反弹翻

红，上证 50 跌近 2%，沪深 300 指

数跌逾 1%，至收盘，沪指收长脚阴

线，创业板指 V 型反弹涨逾 1%，两

市成交量较前一日缩量。

从盘面上看， 早盘中国平安、

新华保险（601336）为首的金融股

低开低走， 沪指缺乏权重股护盘，

一举跌破 3300 点， 受到市场氛围

弱 势 的 影 响 ， 新 股 奥 士 康

（002913）开板未能回封，低位的

次新股相继反弹 ， 掌阅科技

（603533）领涨，芯片概念股龙头

切换，盈方微（000670）快速涨停，

带动芯片概念大幅反弹，装配式建

筑 概 念 股 异 动 ， 硅 宝 科 技

（300019） 领 涨 ， 冀 东 装 备

（000856）带动雄安股超跌反弹。 w

午后随着指数再度下行，两市多数

股普跌， 芯片概念的台基股份

（300046）随之开板。 中国平安创

日内新低， 带动权重股集体回落。

士兰微（600460）逆市拉升，带动

芯片股再度走强。昨日开板的新股

奥士康封板，带动次新股反弹。

技术上，沪市大盘先抑后扬的

走势,�120 日均线（3309 点）暂时

成向上运行趋势，对收在下方的股

指构成牵引；60 分钟图上 MACD

指标绿色柱缩短和 KDJ 指标线低

位金叉， 发出了对应级别反弹信

号。不过，周线图上的MACD指标

线和 KDJ 指标线成死叉共振状

态，显示对应级别的调整风险暂未

彻底解除；触及 144 日均线（3275

点） 的股指有回踩 233 日均线

（3243点）的欲望。

后市研判，我们认为大盘出现

超跌反弹后再度下探， 股指对

3300 点和半年线是否被有效击破

进行回抽确认，然后，再度下杀回

补 8 月 17 日早盘高开的缺口

（3246.45点）。

跨年资金压力仍较重，“大小

非” 解禁又来袭，管理层对高送转

监管强化， 无论心理还是现实，都

给 A 股造成压力， 这是近期解禁

股、次新股大跌原因所在。 周二中

证 1000 创新低， 周线技术指标底

背离，且尾盘明显有资金趁恐慌抄

底。 市场绝望，恐慌杀跌，筹码松

动，机构抄底，此类现象出现。 因

此，短期有反弹，但中期还有新低。

操作上，在大盘没有击破昨天

低点之前的反弹， 不能在盘中追

涨， 股指站上 3300 点以后再度拉

升的幅度越大越要短线高抛。轻仓

者逢低关注中高端装备制造、国企

重组、一带一路、医疗及底部挖坑

股，重仓者逢高减持补跌要求股。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袁兴春

短期有反弹 后市有新低

【解析】

苹果年度重磅新品 iMac� Pro

一体机将在本月正式推出，起售价

为 4999 美元。 另一款关注度很高

的产品 HomePod 智能音箱将于

2018 年初面向美国、英国和澳大利

亚开始发货。

预计明年 HomePod 有望实现

1000 万以上销量，有望成为单独的

明星产品线。 较高端的无线音响

看，一般扬声器价格是售价的十分

之一。 苹果 HomePod 售价 350 美

金， 预计扬声器单价有望达到 35

美金，有较大的潜在市场空间。

【影响个股】

国光电器 歌尔股份 立讯精密

事件

苹果重磅新产品陆续推出

【解析】

阿里与星巴克联手打造的星

巴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开业。 顾客

打开手机淘宝“扫一扫” 功能，便

可观看到星巴克咖啡烘焙、生产及

煮制的全过程， 同时通过 AR技术

还能直观感受到 20000 平米工坊

中的每处细节。

据阿里方面透露， 该项 AR 方

案由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联

合星巴克共同开发， 这套 AR方案

未来有望应用在星巴克全国其余

3000 家门店，同时或将输出给海外

门店。

【影响个股】

联创电子 丝路视觉 水晶光电

事件

阿里与星巴克合作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异动解析

硅宝科技 （300019）6 日收

8.42，7日开盘报价 8.47， 开盘小幅

震荡后直线拉升，9:49封涨停板，盘

中开板 0次，收于 9.26，涨幅 9.98%。

解析：消息面上，“十三五” 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基础材料技

术提升与产业化” 重点专项“新型

功能性复合弹性体制备技术”项目

启动会暨实施方案咨询审议会，日

前在硅宝科技召开。 硅宝科技董事

长王有治担任该项目负责人，将致

力于探索有机硅在汽车轮胎上的

应用。 据介绍，目前汽车轮胎主要

原材料是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作

为全球汽车轮胎的最大生产国，中

国 80%天然橡胶依赖进口，而合成

橡胶主要原材料石油也主要依赖

进口。 如果有机硅能应用于最大的

橡胶行业 --轮胎行业， 无疑将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基本面上，成都硅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有机硅室温胶生

产、 研发和制胶专用生产设备制造

于一身的企业, 公司产品主要以有

机硅室温胶为主, 制胶专用生产设

备为辅的业务结构, 其产品广泛应

用于建筑门窗幕墙、节能环保、电子

电力、汽车制造、公路道桥与机场跑

道、地铁工程、太阳能等领域。

硅宝科技 2017 年三季报每股

收益 0.10元， 净利润 3395.2万元，

同比去年增长 -49.70%。 预计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业绩公司利润下滑， 原因为其主要

原材料 107胶和 201硅油采购价格

大幅上涨，导致公司利润下滑。近期

大盘较弱，气氛低迷，热点行情难以

持续转化过快，建议谨慎为主。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何文雨

硅宝科技早盘涨停

据 Wind 统计数据显示： 截止到

12 月 5 日收盘， 两市融资余额为

10076 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133

亿元；两市融券余额为 48.33亿元，较

前一交易日增加 0.32亿元。

资金流向方面： 资金净流入前 5

的个股是中环股份 （净流入 1.17 亿

元）、光迅科技（净流入 9982 万元）、

山西煤业（净流入 8659 万元）、蒙草

生态（净流入 4590 万元）、中直股份

（净流入 4298万元）， 中环股份连续

3 个交易日出现在净流入榜首， 成为

近期持续吸金的一枝独秀， 整体上看

资金净买入规模继续缩减； 资金净流

出前 5 的个股是中国平安 （净流出

7.27 亿元）、中信证券（净流出 3.95

亿元）、 科大讯飞 （净流出 3.42 亿

元）、平安银行（净流出 2.76 亿元）、

兴业银行（净流出 2.62 亿元），融资

净流出前 5标的中除科大讯飞其余全

部为大金融品种， 而该类品种为稳定

指数起到了重要作用， 反映出市场信

心的匮乏。

上证指数由于缺乏蓝筹白马尤其

是大金融的助攻下失守 3300关口，尾

盘虽有反击，但依然未出现领涨主线，

可以理解为日线级别的反抽， 从两融

资金流向看出杠杆资金在目前区域也

是无心念战，目前市场氛围不宜操作，

故策略上持币等待明显的交易信号出

现为宜。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段平剑

12 月 6 日，港股恒生指数持续近

日下跌态势， 全天大跌 2.14%， 收于

28224.8 点， 创年初以来最大单日跌

幅。 恒生指数在持续上涨 11个月后，

于本月出现调整势头。

当日舜宇光学科技 （02382）领

跌， 全天重挫 12.45% 。 现代牧业

（01117）紧随其后，大跌 9.33%，吉利

汽车大跌 8.39%， 股王腾讯也未能幸

免， 全天下跌 2.66%， 距离最高价

439.6 已下跌 16.74%。 内房股集体下

挫，雅居乐、中国奥园均下跌超过 6%。

前期热门股票众安在线（06060）和玖

龙纸业（02689）下跌均超 5%。

最近港股调整的主要原因是年底

来临，基金要获利了结，另外恒生指数

成份股改变，也导致恒指下跌。事实上

港股基本面仍持续向好， 南下资金持

续流入势头未改， 目前已占港股日交

易量的 12%， 预计明年內地资金流入

港股会更加踊跃。

虽然腾讯(00700)近来股价不断下

探，但其在游戏、广告、视频、移动支付

等业务领域营收持续大幅增长，预计腾

讯股价下跌不会持续太久。 另外，自九

月以来，陆续有不少腾讯相关概念股在

美国和香港上市， 对腾讯股价形成利

好。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张静

两融观察

恒指大跌

舜宇光学领跌 12%

港股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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