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油价创下三年来新高

1月 11日收盘， 香港恒生指

数涨 0.15%，报 31120.39点，为连

续第 13日上涨， 继 10日刷新连

涨 12 日历史最长连涨天数纪录

后，再次刷新该纪录。恒生国企指

数涨 0.05%，报 12295.52点；恒生

红筹指数涨 0.02%， 报 4612.81

点。 大市成交 1288.2亿港元。

板块方面， 涨幅前三的为纺

织用品、工业器材、环保，分别上

涨 3.02%、2.71%、2.54%。 蓝筹股上

涨前三位为舜宇光学科技、 瑞声

科技、中银香港，分别上涨 9.03%、

4.42%、2.51%。 值得注意的是，11

日港股权重汇丰控股股价连涨 3

日，刷新历史新高。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 恒指在

创纪录的连升 12个交易日后，11

日小幅回落， 中资房产股全线回

调，权重股腾讯、港交所也出现调

整， 午盘市场情绪在汇控创新高

的刺激下有所恢复， 恒指开始回

升至收盘翻红实现 13天连涨。恒

指这种以退为进， 震荡上升的走

势更健康。 据《中国证券报》

一汽轿车 （000800）11 日收

10.75，12 日开盘报价 10.85， 开盘

后震荡攀升，14：09 封涨停板，盘中

开 板 0 次 ， 收 于 11.83， 涨 幅

10.05%。

解析：消息面上，此前一汽轿车

发布公告称， 已于 1月 6日同贵安

新区摩拜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拟对摩拜出行进

行增资入股， 增资后一汽轿车将持

有摩拜出行 10%的股权。 一汽轿

车透露， 摩拜已经先期采购了公司

40台 B30EV奔腾纯电动汽车。

基本面上，一汽轿车股份有限

公司是中国轿车制造业第一个上

市公司，主营轿车、发动机、变速

器、汽车配件的制造和销售及相关

服务， 主导产品为红旗系列轿车、

Mazda、奔腾等高端品牌汽车,其中

“红旗”“奔腾” 属于一汽的自有

品牌、自有商标。 其隶属于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公司，该集团为“中国

制造企业 500 强” 第 1 位,旗下拥

有多家上市公司和中外合资企业。

在东北、华北和胶东、西南拥有布

局合理的三大汽车生产基地。 其最

终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一汽发布公告已过去几日，当

时股价并没有应声上涨， 股价未出

现异动，市场反应冷淡，但在 12 日

终于放量封了涨停板， 这个过长的

“反射弧”似有炒作之嫌。一汽此前

在新能源汽车上没有做出好成绩，

而现在共享概念既烧钱又具有很多

争议，此次一汽抢滩共享汽车，成效

还得接受市场检验。 目前其股价上

方还存前期套牢盘压力， 后市建议

先观望为宜，理性入市谨防炒作。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何文雨

中兴通讯（000063）：科技白马

龙头之一，昨日成交超 51 亿，反包前

天阴线，大资金强势回归，可关注反

弹机会；

华友钴业（603799）：钴概念股

龙头，昨日放量成交近 27 亿，大资金

回归，突破在即，可短线关注；

建科院（300675）：次新 + 雄安

概念，与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等共

同投资成交雄安绿色发展研究有限

公司，可博弈连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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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为确保新一代 iPhone和 iPad� 3D

传感器模组的供应， 苹果将投资 LG

旗下公司 LG� Innotek。 LG�Innotek，

是 LG 旗下的电子产品零部件制造

商，其所生产的 3D 传感器模组，能使

移动设备具备捕获 3D 数据的能力，

即使是在黑暗的环境下也能识别用

户， 是 iPhone�X 实现面部识别功能

的关键零部件。 外媒推测苹果或参与

LG� Innotek 约 8.209 亿美元用于扩

建移动相机模组和下一代模组业务

相关设施的投资。

近期苹果在 3D 传感器领域动作

频频，已先后投资多家相关产业链企

业，足见其对 3D 传感器的重视，据悉

多款新机均全面应用 3D 传感器技

术。 除苹果外，Android阵营手机品牌

厂亦将全力推出导入 3D 感测应用的

旗舰机种。

【影响个股】

联创电子 光迅科技 深科技

苹果再次布局 3D 传感器领域

热点事件聚焦

事件

开盘：3423.88点 最高：3435.428点

最低：3417.98点 收盘：3425.34点

涨跌：3.60点（0.10%）

成交：2160亿元

开盘：1800.89点 最高：1802.52点

最低：1785.61点 收盘：1785.71点

涨跌：-18.53点（-1.03%）

成交：578亿元

开盘：7782.43点 最高：7793.31点

最低：7731.78点 收盘：7755.69点

涨跌：-25.46点（-0.33%）

成交：1098亿元

开盘：11459.46点 最高：11496.53点

最低：11420.26点 收盘：11461.99点

涨跌：-2.21点（-0.02%）

成交：2453亿元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 中小板指

▲

▲ ▲ ▲

新一代石墨烯加热膜研制成功

事件

【解析】

近日，最新一代石墨烯加热软膜

由我国黑金杰尼联合团队在杭州研

发成功，并在石墨烯智能穿戴产业化

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这项技术与

上一代石墨烯加热膜相比，具有良好

的柔性及防水性，更适合穿戴产品的

应用。 新研发的石墨烯加热软膜具有

耐高温、可弯曲、散热均匀、稳定的良

好特性。

石墨烯应用正逐渐向大健康靠

近，石墨烯智能穿戴也应运而生。 最

新一代石墨烯加热软膜有效解决了

防水、导电、柔韧性等方面的问题，将

实质推动我国智能穿戴产业的发展，

使石墨烯 + 健康和智能化在该领域

愈发可行。

【影响个股】

德尔未来 宝泰隆 华丽家族

铝电解电容龙头打响涨价第一枪

事件

【解析】

全球铝电解电容龙头尼吉康近

日发布通知称，因包括铝材在内的原

材料供应商已经宣布涨价，公司决定

对插脚式和螺杆式铝电解电容所有

型号提价 5%， 调整公告自 2018 年 2

月 1日起生效。

铝电解电容器具有单位体积 CV

值高和性价比高等显著优点，占据了

30%的电容器市场份额， 广泛应用在

消费性电子、工业、通信等领域。 预计

2017 年全球铝电解电容器市场规模

或达到 82 亿美金。 龙头公司开年首

轮涨价，将对铝电解电容全行业有明

显的示范带动作用。

【影响个股】

万讯自控 珈伟股份 金卡智能

资金流向

周五早盘沪指小幅低开维

持红盘震荡，午后小幅翻绿后再

度拉起， 创业板指全天低开低

走，尾盘跌至 10 日线附近，上证

50 和沪深 300 指数午后震荡上

行，至收盘，沪指翻红，走出 11

连阳，创业板指跌近 1%，冰火两

重天，两市 2200 只股票下跌，你

进了假股市么？

从盘面上看 ， 万通地产

（600246）两连板，带动地产股

再度大涨， 荣安地产（000517）

盘中拉升至涨停，助攻地产股涨

幅居前， 区块链概念大幅分化，

安妮股份（002235），科蓝软件

（300663）延续封板，壹桥股份

（002447）， 爱 康 科 技

（002610），卓翼科技（002369）

封板被砸后， 板块人气大幅下

降，中青宝（300052）和神州泰

岳（300002）涨停，带动足球板

块涨幅居前， 资源股盘中发力，

石墨电极持续涨价， 方大炭素

（600516）早盘拉升，带动石墨

电极涨价概念走强， 安阳钢铁

（600569）大涨封涨停，带动钢

铁 股 走 强 。 午 后 东 港 股 份

（002117）涨停，爱康科技回封

涨停，但未能带动区块链概念反

弹，万通地产开板，地产股走弱，

设计总院（603357）快速拉升，

助攻次新股反弹， 一汽轿车

（000800）封板，带动汽车板块

涨幅居前。 格力电器（000651）

盘中拉升，再创历史新高。 环保

股 异 动 反 弹 ， 德 创 环 保

（603177）冲击涨停。 妖股贵州

燃气（600903）尾盘再封板，带

动华森制药（002907）反弹。

技术上，沪市大盘周线图上

MACD 指标绿色柱缩短和 KDJ

指标线金叉，显示对应级别的反

弹还有上冲动能；突破周线图布

林带中轨的股指有靠近中轨道

线（3448 点）的欲望。 不过，60

分钟图上的 MACD 指标持续出

现顶背离现象，显示大盘再度上

拉调整风险随着增大；触及 5 日

均线的股指有靠近 8 日均线

（3405点）的欲望。

我们认为大盘出现夺命长阳

后再反杀。 股指在日线图上连续

收出小阳 K线以后向上拉升冲击

去年的高点， 诱惑场外资金追涨

接盘后突然反杀调整。

元旦以来市场环境持续保持

利多氛围，资金积极做多，成交量

也温和放大，热点良性轮动，预计

春节前市场都会保持很好的赚钱

效应。 不过由于短期市场涨速过

快，也存在短线调整的需求。

操作上，在大盘股指再度反

弹冲击去年高点可以短线高抛。

提防大盘诱多拉高以后突然反

杀调整。 建议短期逢高减持，耐

心等待指数回调的低吸良机。 在

结构性轮动机会下，调整或将以

板块间的轮动来实现。 关注业绩

超预期的白马品种， 人工智能、

大数据、 芯片替代、5G等新兴产

业板块中有业绩支撑、流动性较

好的龙头品种可重点关注。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袁兴春

A股 11连阳创下历史

后市研判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 1 月 10

日收盘，两市融资余额为 10455 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30 亿元；两

市融券余额为 52.54 亿元，较前一

交易日增加 0.2亿元。

资金流向方面：资金净流入前

5 的个股是在科大讯飞 （净流入

5.50 亿元）、 远光软件 （净流入

2.00 亿元）、 海螺水泥 （净流入

1.87 亿元）、 兴业银行 （净流入

1.81 亿元）、 贵州茅台 （净流入

1.75 亿元）；资金净流出前 5 的个

股是招商银行 （净流出 1.30 亿

元）、 中国建筑 （净流出 1.04 亿

元）、 中信银行 （净流出 9032 万

元）、 天山股份 （净流出 6836 万

元）、士兰微（净流出 6484万元）。

上证指数再收阳线，不过盘中

呈现的是窄幅震荡，这是市场快速

上涨后技术修正导致的。 在融资融

券方面，两融仓位继续增加，做多

资金主导市场的风格未变，底部放

量且资金介入明显品种值得关注。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段平剑

融资客加仓 30亿

异动股解析

一汽拟牵手摩拜

放量封涨停板

两融余额连续攀升创两年新高

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 1 月 10 日， 两市两融余额报

10477.47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

加 47.51 亿元。 其中，融资余额

报 10425.13 亿元， 上升 46.42

亿元， 融券余额报 52.34 亿元，

上升 1.09亿元。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两融市

场目前处于平稳健康的修复状

态。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

时，不少分析人士表示，两融市

场需求正稳步回暖。 中原证券最

新研报表示， 两融余额易上难

下。

从两融余额占 A 股流通市

值的情况看，截至 1 月 10 日，两

融余额占 A 股流通市值微升至

2.26%， 比 2017 年两融余额占 A

股流通市值平均值 2.22% 高

0.04个百分点。

分行业来看， 据数据统计，

截至 1 月 11 日， 今年以来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 有 24 个行业

都呈融资净买入状态。 其中，非

银金融、有色金属、电子、银行 4

个行业融资净买入额超过 20 亿

元，分别为 28 亿元、26.89 亿元、

25.73 亿元、24.51 亿元。 上述 4

个行业融资净买入额占 28 个行

业融资净买入总额的 53%。

相反，纺织服装、轻工制造、

商业贸易、 家用电器 4 个行业，

则是融资客主要卖出的标的。 其

中，家用电器净流出 9358.99 万

元 ， 商 业 贸 易 融 资 净 流 出

6415.40 万元， 轻工制造净流出

3536.67 万元， 纺织服装净流出

1871.91万元。 据《证券时报》

两融观察

恒指连涨 13日

港股直通车

昨日，地产股再次爆发，房地

产板块指数盘中一度涨近 3%。 截

止收盘，香江控股、京汉股份封死

涨停板，荣安地产、大龙地产、宋都

股份、沙河股份等个股涨停，卧龙

地产、万通地产、京能置业、鲁商置

业、栖霞建设、华业地产、合肥城

建、中航地产、浙江广厦等领涨。

据申万宏源统计，截至目前，

已有天津、广州、青岛、长沙、武

汉、济南、郑州、西安、秦皇岛、昆

山等多地针对人才引进对刚需进

行放松。 选择在此时点放松一方

面， 因为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确立

了“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

求、遏制投机炒房” 的调控方针。

另一方面也与地方的财政压力密

切相关。 据《证券时报》

地产股再次爆发

股市焦聚

2018 年第一次成品油价调

整窗口将于昨日 24时打开，多家

机构预测今年油价将以 “上调”

开局。 由于国际油价创下近三年

多以来新高，机构预计，调价落实

后， 国内多数地区汽柴油最高零

售价将创自 2014年 11 月以来的

最高点。在此情况下，石化双雄股

价近期表现抢眼。

零售升价的上调意味着车主

们燃油成本的增加， 以油箱容量

在 50L 左右的小型私家车为例，

加满一箱油将多花 7块钱左右。

近期， 伊朗多地爆发游行示

威活动使得地缘政治风险升温，

国际油价再度得到支撑， 数次刷

新 3年多以来的新高。目前，伊朗

是 OPEC 第三大产油国，市场担

忧原油供应收紧， 这成为近期支

撑油价的主要因素。

据金联创测算，截至 1 月 11

日， 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 64.81

美元 / 桶，变化率 5.16%，对应汽

柴油价格将上调 160元 /吨。

卓创资讯分析师杨霞认为，

因国内目前成品油定价机制与国

际原油走势息息相关， 受此影响，

国内参考的变化率持续正值上扬。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林伯强称，受 OPEC 限

产影响， 今年国际油价上涨空间

明显，有望突破 70美元。

受利好消息影响， 截至1月12

日中午， 中国石化 (600028) 上涨

1.55%；中海油服(601808)上涨1.97%。

分析人士认为，在石油板块，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海油服、

泰山石油、中曼石油、恒逸石化、

桐昆股份、华锦股份、潜能恒信、

石化油服、洲际油气、上海石化、

卫星石化进入 1月来均有不同幅

度的上涨， 后期国内石油价格有

望保持上涨态势， 上述石化类股

票的走势值得关注。 综合

市场观察

个股点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