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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欢迎新经济企业

【解析】

上交所 3月 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表示目前已经形成一套服务“新蓝筹”

企业的全周期服务方案，搭建了专业服

务体系， 积极支持一批新一代的 BAT

企业成长，努力成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新蓝筹企业。深交所总经

理王建军同日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

在做制度上的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新经

济企业。 据悉，广东代表团拟向全国人

大提交的议案中，有一份以王建军为领

衔代表，内容就是修改公司法以完善双

重股权结构制度供给。

根据证监会发审委最新公告，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

将于 3月 8日上会审核。 公司刚于 2月

1日申报 IPO材料， 一旦成功过会，将

创造 A股市场 IPO的新速度。 此次募

资拟投向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云计算

及高效能运算平台、高效运算数据中心

等八大业务板块。 富士康是传统电子制

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领军者。

【影响个股】

安彩高科 宇环数控 京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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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为深入贯彻国家大数据战略，工

信部今年将再推多项措施， 促进大数

据战略进一步落地。其中包括，推进大

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完

善大数据标准体系， 深化大数据行业

应用，大力发展工业大数据，推动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大数据示范基地

建设，引导地方因地制宜发展大数据，

加快构建大数据产业链、 价值链和生

态系统。

2015年以来， 我国出台了多项政

策和措施， 极大地推进了大数据产业

的发展和大数据战略的落地。 国家发

改委等权威机构预测， 到 2020 年，我

国的数据总量将会超过 8000 亿 PB，

占全球数据总量的比例达到 20%，我

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超过 8000 亿元。

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工业大数据的占

比将达到 6.64%。大数据相关后续政策

利好有望接连出台，政策红利可期，大

数据市场空间打开,�相关公司凭借技

术优势和资源优势有望率先受益。

【影响个股】

海量数据 数据港 银信科技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有望开建

热点事件聚焦

事件

开盘：3255.87点 最高：3269.40点

最低：3236.72点 收盘：3256.93点

涨跌：2.40点（0.07%）

成交：1741.49亿元

开盘：1780.82点 最高：1795.69点

最低：1768.88点 收盘：1795.69点

涨跌：23.69点（1.34%）

成交：267.13亿元

开盘：7474.59点 最高：7502.87点

最低：7427.17点 收盘：7481.86点

涨跌：25.61点（0.34%）

成交：331.11亿元

开盘：10882.87点 最高：10913.03点

最低：10813.47点 收盘：10875.68点

涨跌：19.43点（0.18%）

成交：2146.13亿元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 中小板指

▲ ▲ ▲ ▲

昨日早盘沪指高开低走，在

3230附近止跌回升，尾盘小幅反弹

翻红， 创业板指高开后小幅反弹，

午后在 1800 下方震荡，上证 50 和

沪深 300 指数冲高回落小幅翻绿，

至昨日收盘，沪指小幅翻红跌破 10

日线，创业板指涨逾 1%，两市成交

量较前一日缩量。

盘面： 富士康将于 8 日上会，

早盘工业互联网概念再度分化，小

盘股海得控制（002184）3 连板，沈

阳机床（000410）盘中封板被砸，

独角兽概念大幅分化，参股云从科

技的佳都科技（600728）一字板开

盘，合肥城建（002208）2 连板，普

路 通 （002769） 和 精 达 股 份

（600577）相继开板回封，今日开

板的新股江苏租赁（600901）和泰

永长征（002927）回封涨停，午后

天永智能（603895）封板，次新股

情绪复苏，贵州燃气（600903）大

幅拉升，该板块大幅反弹。 华铭智

能（300462）3连板，带动人工智能

涨幅居前。 芯片概念再度反弹，兆

易创新（603986）领涨，安达维尔

（300719）带动军工股走强。 鲁西

化 工 （000830） 和 方 大 炭 素

（600516）再度大跌，带动高位的

资源股走弱。 用友网络（600588）

涨停， 带动工业互联网概念反弹。

暴风集团（300431）大幅拉升，带

动创业板股反弹。

技术：沪市大盘成交量能萎缩

无法消化上方的套牢盘，从而抑制

大盘的反弹高 度 ； 周 线 图 上

MACD 指标线与 KDJ 指标线成死

叉共振状态，显示大盘反弹暂时难

以出现持续单边上涨。

后市研判：综上，我们认为大

盘上攻乏力。 洗盘蓄势，大盘在两

会期间会出现震荡休整， 然后，等

两会闭幕之后再出现向上拉升。

策略：虽然改革预期对成长板

块的支撑依然有力， 但 3 月下旬，

业绩验证的窗口逐渐打开，届时板

块性行情将有所减弱，个股分化将

明显增强。 从量化指标的角度，可

以看到创业板相对沪深 300 占优

的行情仍在趋势中， 但类比 2017

下半年的高点，现在行情的演绎可

能已经过半了。宏观扰动之下，“底

部区域 3.0” 的夯实仍需要时间，市

场可能只有结构性机会，系统性机

会仍需耐心等待，下一阶段的重点

应放在一季报的个股行情上。

操作：短期大盘没有击破昨天

低点之前的反弹， 不能在盘中追

涨， 反弹冲击 21 日均线拉升要短

线高抛。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袁兴春

洗盘蓄势之后再上攻

短期大盘上攻乏力

事件

三大轴承品牌 3 月齐提价

【解析】

世界三大轴承品牌近日相继宣布

自 3 月起上调产品价格， 德国舍弗勒

FAG 轴承产品自 3 月 16 日起平均涨

价 8%，此前瑞典斯凯孚（SKF）集团和

日本精工株式会社（NSK）轴承产品自

3月 1日起平均涨价 8%和 7%， 各大轴

承厂商又掀起一波涨价潮。

过去一年，轴承产品进口价几乎每

周都在涨。钢价等原材料价格的变化传

导到轴承产品的速度很快。 年初至今，

随着工业市场回暖，需求加大，轴承钢

原料价格持续走高。 另外辅料、包装材

料价格以及运输成本也持续上涨。目前

中国已成为轴承销售额和产量居世界

前三位的生产大国，“十三五” 期间轴

承行业工业增加值复合增速将保持在

5%-6%。 2018年机械行业依旧处于朱

格拉周期的扩张期阶段，行业确定性较

高，相关龙头公司有望从中受益。

【影响个股】

长盛轴承 雷迪克 襄阳轴承

两融资金暂蛰伏

独角兽概念集体爆发

海得控制（002184）2 日收 12.07,� 5 日开盘

报价 13.28，早盘工业互联网概念分化，海得控制

3连板，盘中开板 0次，收于 13.28，涨幅 10.02%。

消息面上， 从 360 借壳回归， 到富士康 IPO

加快节奏上会，再到上周小米传出 A+H 股上市，

二级市场显现出巨大热情，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新

兴产业“巨无霸” 或“独角兽” 通过 IPO 或并购

重组登陆 A股将成为趋势。对二级市场而言，“独

角兽” 的上市也有望对已上市科技龙头公司的估

值形成支撑和提振。

基本面上， 海得控制主营工业自动化行业的

系统集成业务与产品分销业务。公司自 2007年底

上市后便开始布局工业信息化以及大功率电力电

子两大研发平台， 力争通过提升自主品牌产品比

例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5 日海得控制领涨工业互联网， 独角兽概念集体

爆发，在当前行情中，目前正处于反弹阶段，投资

者可适当关注。 今日该股涨停，资金流出量较多，

且换手较为活跃，若股价处高位请谨慎。短期建议

谨慎操作为宜，切莫追高。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周熹蹊

海得控制 日 K

异动解析

投资标的， 必须了解港

股信息披露的途径。 内地投

资者获取港股资讯的方式有

三种，第一，可以通过港交所

“披露易” 网站获取香港上

市公司披露的信息， 百度搜

索“港股披露易” 即可搜索

到“披露易” 的官网；第二，

通过港股“公告板” ，公告板

的网址为 ：http://hkexnewsl.

bulletinboard.hk/index.htm；

第三， 通过资讯供应商和香

港上市公司自设的网站等途

径获取信息。 香港上市公司

自设的网站， 可以通过查阅

港交所网站的 “网上联系”

栏目获取。 投资者最关心的

年报和半年报 （香港市场称

为“中期报告” ）等，投资者

不仅可以在“披露易” 上查

阅，还可以向上市公司索要。

上市公司有义务免费向股东

提供中英文电子版和印刷版

的年报。

港股信息披露都包含哪

些内容呢？ 常见的内容包括：

业绩公告、 股东大会情况、业

务性质转变、 董事会改选、关

联交易、拟进行收购活动或私

有化、以及交易波动做出的解

释等等。 与 A股的区别是，季

报属于公司自愿披露内容，部

分公司不会披露季报。

如何查阅港股通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的名单呢？ 如

果是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投

资者， 可以免费查询存放于

公司股份过户处的股东名

单。 如果是未持有该公司股

票的投资者， 需要向过户处

缴费后查询。 董事名单，在年

报及公告内就可查询。

如何查询上市公司的财

务状况呢？ 香港上市公司的

财务状况， 一般在联交所上

市公司年报和半年报中体

现。 一般，联交所上市公司在

发布年报前， 会预先披露全

年业绩公告。 公司主要的经

营状况、财务数据均有体现。

与 A 股不同的是， 联交所上

市公司的会计年度不是统一

的公历年的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而是连续的 12 个月。

因此， 联交所上市公司的年

报公布时间为公司会计年度

结束后的 3 个月内。 具体公

告时间，需要及时留意“披露

易” 。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港股信息披露须知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 3 月 2 日收盘，两市

融资余额为 9927 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7 亿

元；两市融券余额为 48.47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

减少 2.3亿元。

资金流向方面：资金净流入前 5 的个股是中

国平安（净流入 2.07 亿元）、赣锋锂业（净流入

1.84 亿元）、美的集团（净流入 1.49 亿元）、宝

钢股份（净流入 1.41 亿元）、用友网络（净流入

1.35 亿元），区块链题材的用友网络近期受到资

金追捧的痕迹较为明显，但涨幅较高，不宜继续

追进；资金净流出前 5 的个股是保利地产（净流

出 1.87 亿元）、中信证券（净流出 1.14 亿元）、

中兴通讯（净流出 9254 万元）、京东方 A（净流

出 8210万元）、东方财富（净流出 7085万元）。

市场震荡收涨，呈现一定赚钱效应，但热点

散乱并伴随有闪崩个股出现，使得杀跌割肉与跟

风追高的风险提升。 在重要会议期间，融资余额

变化并不明显， 多空双方均未成为市场主导力

量，近日热点集中在“独角兽” 上面，而资金驱动

的融资标的表现相对有限，因而以两融操作降低

杠杆等待机会为宜。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段平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