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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传媒 （603598）15 日以

17.35元开盘。早盘迅速上涨并封涨

停，打开后再次封板，最终股价收于

18.3元，涨幅为 9.98%。

解析：消息面上，引力传媒 5 月

10日在互动平台表示，与今日头条、

抖音、 微信朋友圈等热点媒体达成

重点合作关系， 与贝壳视频达成战

略合作关系。 但其 5月 11日发布公

告称，与今日头条、抖音等短视频媒

体达成的代理商商务合作仅限于日

常经营的业务范围， 尚未达成进一

步的深度合作， 相关合作也未对公

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基本面上， 引力传媒是一家为

企业提供传播策略与媒介购买以及

数据咨询、内容营销、互联网公关、

品牌管理等专项广告服务的公司。

15 日引力传媒强势封涨停板，

该股近一年涨停 6次。 技术上看，该

股上次回调超过 6

3%

，

释放了一定

的风险，目前处于底部区域。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周熹蹊

异动解析

开盘：1830.84点 最高：1858.98点

最低：1825.50点 收盘：1858.01点

涨跌：27.03点（1.48%）

成交：756亿元

A股指数集体飘红

周二，

受
234 只 A 股纳入

MSCI

全球市场指数的消息影响，

主板指数小幅高开， 全天窄幅震

荡，创业板指午后大幅拉升。

盘面上，食品、啤酒等大消费概

念午后集体大涨，湖南盐业、西王

食品、盐津铺子等涨停，珠江啤酒、

青岛啤酒大涨。妖股永和智控反包

涨停，9 天 8 板带动高送转概念回

暖，惠威科技涨停。 特斯拉概念股

高开，天汽模一字板，保隆科技、文

灿股份涨停。 次新股午后再度回

暖，龙头华菱精工、湖南盐业先后

封板。腾讯获颁深圳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测试牌照，路畅科技涨停。 富

士康概念股走势分化，科创新源涨

停。 粤港澳大湾区异动拉升，深天

地 A直线封板。

技术上，沪市大盘日线图上的

MACD

指
标线运行在 0 轴之下构

成圆弧底形态，为反弹蓄积了冲高

能量， 日线图布林带上轨道线

（3199点）牵引股指与其靠近。 不

过，13 周均线（3179 点）暂时成向

下运行趋势，对上方的股指具有向

下反作用力；60 分钟图上

MACD

指
标出现顶背离现象，显示大盘再

度上拉出现对应级别调整风险随

着增大。

后市研判，我们认为，股指向

上反弹在 3205 点至 3234 点之间

会遇到阻力出现冲高回落的调整。

投资者需防范阴线反杀。

策略上，由于短期外围市场阴

霾所导致的市场过度反应已基本

释放，随着 A 股纳入

MSCI

新兴市

场指数，基本面扎实、盈利增速稳

定创蓝筹和蓝筹股将是被动配置

的首选。 中长期而言，宏观经济韧

性强劲，企业盈利向好，未来行情

可期，在基本面支撑下中长期依然

坚持乐观态度不变。

操作上， 由于沪市大盘 62 日

均线（3196 点）向下运行对反弹

的股指构成压制；30 分钟图和 60

分钟图上

MACD

指标出现顶背离

现象，显示大盘再度上拉出现对应

级别调整风险随着增大。 因此，在

大盘股指突破 62 日均线再度拉升

的短幅度越大越可以短线高抛。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袁兴春

分析师：提防阴线反杀，不宜追高买入

开盘：3180.42点 最高：3192.81点

最低：3164.52点 收盘：3192.12点

涨跌：18.09点（0.57%）

成交：1630亿元

开盘：7394.34点 最高：7406.36点

最低：7332.74点 收盘：7406.36点

涨跌：41.82点（0.57%）

成交：900亿元

开盘：10692.82点 最高：10747.99点

最低：10632.54点 收盘：10747.99点

涨跌：76.54点（0.72%）

成交：2151亿元

上证综指

▲

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 中小板指

▲ ▲

【解析】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 由特斯拉汽

车香港有限公司独资设立的特斯拉

（上海） 有限公司已于 5 月 10 日成

立，注册资本 1 亿元，经营范围包括电

动汽车及零部件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

务等。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

车产销市场。 若特斯拉在华建立生产

工厂，将降低至少 20

%

的
成本，从而降

低终端售价， 给中国市场销量带来较

大刺激。 初步统计显示， 至少 20 家 A

股公司与特斯拉有直接的供货关系，

其中 10家明确透露为特斯拉

Model 3

供货，包括车身、动力系统和其他零部

件。

【影响个股】

旭升股份 上海临港 文灿股份

特斯拉在上海注册独资公司

热点事件聚焦

事件

事件

智能生物纳米材料研究获进展

【解析】

国家纳米中心研究员王浩、 王磊

和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张景萍通过调控

多肽聚合物与阿尔兹海默相关的 Aβ

淀粉样蛋白的组装， 使 Aβ 进入细胞

内部。 并同时通过激活细胞自噬，利用

细胞自身降解 Aβ，降低了 Aβ 的神经

毒性， 提高了阿尔兹海默症老鼠的记

忆力。

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是一

种以认知功能衰退为特点的神经退行

性疾病。据估计，全世界患者已达 3500

多万人。 中国属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高

发地区，目前患者人数居全球首位。 此

次取得降解 Aβ 的新途径，让清除 Aβ

成为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一种有效手

段。

【影响个股】

莱美药业 翰宇药业 通化东宝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A股纳入 MSCI名单出炉

“抖音合作股”表现分化

引力传媒封涨停

目前 Ａ 股大盘将继续在优

质蓝筹白马股的带动下， 推动震

荡反弹走势，通过“红五月” 修复

行情， 上证指数将再次回到两年

来的“上行通道” 内，继续其 5-10

年的“慢牛行情” 。

近期策略上，重点关注

MSCI

纳入股票，对银行、证券、保险、白

酒、 家电等蓝筹领涨龙头个股积

极介入， 同时防范短期创业板调

整及分化风险。

中航证券

声

音

上证指数将重回“上行通道”内

▲

据新华社纽约 5 月 14 日电

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

（ＭＳＣＩ）14 日公布的半年

度指数调整结果，首批 234 只中

国 A 股将被纳入 ＭＳＣＩ 指数

体系。

根据当天发布的公告，

ＭＳＣＩ 将分两步将 234 只中

国 A 股纳入 ＭＳＣＩ 中国指

数、ＭＳＣＩ 新兴市场指数等

体系。

第一步定于 6 月 1 日实施，

纳入比例为 2.5％，纳入完成后

中国 A 股市值占 ＭＳＣＩ 中国

指数、ＭＳＣＩ 新兴市场指数

权重将分别达到

１．２６％

、

０．３９％

；

第二步将于 9 月实施，纳入比例

将提高至 5％。

ＭＳＣＩ 当天还宣布，6 月

1 日起，包括 234 只中国 A 股在

内 ，ＭＳＣＩ 全 球 基 准 指 数

（ＡＣＷＩ）将新增 351 只成分

股， 同时将剔除 53 只原有成分

股。

ＭＳＣＩ 去年 6 月 20 日

宣布， 将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

正式将中国 A 股纳入 ＭＳＣＩ

新兴市场指数和全球基准指数

（ＡＣＷＩ）体系。

■

名

单

A股“入摩” 将带来哪些影响

短期来看， 尽管 A 股纳入

MSCI

增量资金规模并不大，但是

市场分析认为， 应该重视 A 股正

式纳入

MSCI

事件的积极象征意

义及长期影响。

申万宏源还指出，A 股纳

入
MSCI

后，随着外资持股占比持续

上行，A股的波动性、换手率、与全

球市场的联动等方面会出现趋势

性变化。 具体来看， 申万宏源预

计，A 股波动性短期阶段性下行，

长期中枢下移； 换手率中枢也会

下行；A 股纳入

MSCI

初期与全球

市场联动性均显著提升； 长期与

全球市场联动性在曲折中缓慢上

行。

除了买股票， 投资者还能怎

么参与 A股“入摩”利好？ 答案是

投资合适的

MSCI

基金。

自去年 8 月开始， 各大基金

公司便开始快马加鞭地布局 MSCI

基金。 证监会最新公布数据，截至

今年 5 月 4 日，申请成立的

MSCI

基金共有 28 只，已经获得批复的

MSCI

基金有 17 只， 其中已发行

的有 11只。

其中，2018 年以来， 直接以

MSCI

为名的基金已成立 6 只，至

认购截止日共募集到 114.22 亿

元。 此外， 还有超过 10 只

MSCI

基金“整装待发” 。

据《证券时报》

投资 MSCI基金也可获利

数量 234只，贵州茅台、贵阳银行等榜上有名

随着 2018 年一季报披露落下帷

幕，投资者的目光开始转向 2018 年中

报， 中报业绩预告逐渐成为了市场关

注焦点。

据统计，目前，沪深两市已有 1011

家公司发布了中报业绩预告，其中 760

家公司预喜， 占己发布业绩预告上市

公司比例的 69.06

%

。

而这 760家中报

预喜的上市公司中， 截至今年第一季

度末，有 331家被基金重仓持有。

上述 331 只基金重仓股中， 沪市

股票有 22 只， 深市主板股票仅有 5

只， 其余 304 只股票均为在中小板或

创业板上市，“中小创” 公司占比为

91.84%。

而从基金“扎堆” 情况来看，331

只基金重仓的中报预喜股中， 截至今

年第一季度末， 有 9 家上市公司是被

超过 100 只基金共同重仓持有， 分别

是分众传媒、金风科技、大华股份、殴

菲科技、华友钴业、海康威视、天齐锂

业、宁波银行和大族激光。 其中，除了

华友钴业是在上交所上市外， 其余 8

只股票均来自于深交所中小板。

此外，同时被 50 只以上(含 50 只)

的基金共同持有的股票还有 13 只，分

别是立讯精密、乐普医疗、慈文传媒、

赣锋锂业、晶盛机电、太阳纸业、东方

园林、中航光电、洋河股份、广联达、启

明星辰、华域汽车和信维通信。

其中， 除了华域汽车是在上交所

上市外，乐普医疗、晶盛机电、信维通

信来自于深交所创业板，立讯精密等 9

只股票来自于深交所中小板。

据《证券日报》

基金重仓

中小创个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