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动解析

虽然二季度 A 股市场下行明显，

基金总体业绩表现不佳，但众多基金

表示，当前 A 股整体估值的吸引力上

升， 或是进行中长期布局的良好时

点。

安信价值精选指出，沪深 300 指

数和中证 500 指数的市盈率和市净

率均处于历史后 1/4分位水平。当前

时点，以 3 年为周期，上涨概率明显

大于下跌概率。无论是从历史估值角

度， 还是上市公司盈利增速来判断，

现在都是很好的投资时点。投资机会

总是在下跌中孕育， 在上涨中消失，

在市场恐惧的时候，需要保持理性和

适度的“贪婪” 。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认为，市场估

值已经到了合理偏低区间，无论是从

历史纵向对比，还是从 FED 模型的股

债收益比角度， 下跌空间已十分有

限，很多行业龙头性价比凸显。 对中

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保持乐观，在市场

情绪最为低迷的时候，往往也是最有

利于中长期投资布局的时候。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表示，后市最

大的利好就是市场的估值已经处于

历史最低的位置，从过往的投资经验

来看，在整体市场估值较低时进行投

资，大概率会给投资者带来非常好的

长期回报。个股上以价值成长蓝筹和

低估值蓝筹为主，同时挖掘估值趋近

于合理、因流动性下降而股价受到压

制、未来将保持较高业绩增速的成长

类个股。

东方红睿丰混合认为，市场受情

绪影响较大，但整体估值水平到了历

史上非常低的位置，并且估值结构趋

于集中，特别是成长股的绝对和相对

估值水平更低，很多成长股在股价回

落后已经具有长期投资价值。

周一， 三大股指集体低开，

随后盘中各题材轮流拉升， 截至

收盘三大股指普遍收红。

盘面上， 受假疫苗事件的影

响，长春高新、智飞生物、康泰生

物等集体跌停开盘； 电解锰价格

已创 6 年半新高，湘潭电化涨停，

红星发展大涨；31 家第三批混改

试点企业中，10 家中央子企业涉

及领域包括军工等，航天动力、西

仪股份封涨停；银行股再度拉升，

龙头成都银行两连板； 半导体板

块走强，龙头盈方微直线拉板。期

货概念股盘中直线拉升， 中国中

期封涨停； 午后水泥板块午后集

体拉升，龙头华新水泥、万年青强

势涨停，冀东水泥、福建水泥大涨

7

%

；

港口板块午后异动，龙头南京

港直线封板， 宁波海运大涨 6

%

；

海南板块全线拉升， 龙头钧达股

份冲击涨停， 龙二罗牛山大涨

7

%

；

有色铝板块午后拉升，龙头神

火股份直线封板， 云铝股份大涨

8

%

，

中孚实业涨

7%

。

技术上，沪市大盘先抑后扬，

日线图上的

MACD

指标线运行

在 0 轴之下构筑圆弧底形态，为

反弹蓄积了冲高能量， 突破日线

图布林带中轨的股指有靠近上轨

道线（2872点）的欲望。 不过，34

日均线（2886 点）逐渐下移对反

弹的股指构成压制；15 分钟图上

的

MACD

指标红色柱缩短和 30

分钟图上的 KDJ 指标线运行到高

位， 提前发出了对应级别调整的

信号。

后市研判

我们认为大盘再度上拉震荡

幅度加大， 股指需要通过震荡将

34 日均线向下运行的阻力减弱

以后才能继续向上去突破。

策略： 短期 A 股市场的核心

逻辑是悲观情绪修复， 市场整体

反弹。 我们认为当前 A 股市场风

险偏好水平已调整至过去两年来

的低位， 整体经济和企业盈利基

本面稳健， 近期政策持续释放积

极信号，流动性预期边际改善，贸

易摩擦对 A 股投资者情绪影响趋

弱， 上市公司频频展开回购凸显

信心， 阶段性底部进一步夯实，A

股市场正在迎来一轮修复行情，

市场整体都存在一定机会。

操作上，沪市大盘 34 日均线

（2886点）逐渐下移，对反弹的股

指构成压制 ；15 分钟 图 上 的

MACD

指标红色柱缩短和 30 分

钟图上的

KDJ

指标线运行到高

位， 提前发出了对应级别调整的

信号。因此，在大盘股指反弹冲击

34日均线再度拉升要短线高抛。

投资者可关注军工、 医疗检

测，一带一路。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袁兴春

开盘：1592.24点 最高：1621.17点

最低：1589.64点 收盘：1620.97点

涨跌：11.43点（0.71%）

成交：778亿元

创业板指

开盘：6451.69点 最高：6542.09点

最低：6424.75点 收盘：6528.12点

涨跌：48.91点（0.75%）

成交：858亿元

▲

中小板指

开盘：2815.20点 最高：2863.57点

最低：2809.62点 收盘：2859.54点

涨跌：30.27点（1.07%）

成交：1870亿元

深证成指

【解析】

近日，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召幵，审议

并原则通过《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

动计划》等方案。

会议认为，要坚持“车、油、路” 统筹治

理，以货物运输结构优化调整为导向，以车

用柴油和尿素质量达标保障为支撑， 以柴

油车（机）达标排放为主线,建立健全最严

格的机动车全防全控环境监管体系。 在政

策倒逼下，柴油车（机）达标排放将快速推

进。尾气处理业务充分受益于减排法规，汽

车尾气后处理系统

SCR

等相关产品需求

将提升。

【影响个股】

银轮股份 威孚高科 潍柴动力

A股指数延续强势

分析师：短期反弹之后有回踩，逢洗盘时择机低吸

热点事件聚焦

【解析】

近期有消息称，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人

文化控股集团（

CMC

）计划购买全球广告

传播巨头

WPP

集团中国业务 2

0%

的股份，

谈判估值约 20 至 25 亿美元。 根据协议，

WPP

将把中国的代理业务集中到一家新

的控股公司。 由阿里巴巴、腾讯和

CMC

组

成的财团将在新公司获得大致相等的股

权。

WPP

集团是英国的一家广告和公关

服务跨国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广告传播集

团。 若交易顺利完成，将凸显营销业务和数

字技术领域的快速融合。

【影响个股】

麦达数字 佳云科技 蓝色光标

阿里、腾讯拟入股WPP 集团

事件

军工企业入围国企混改大名单

【解析】

经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审批

的第三批国企混改试点相关企业， 正在逐

步揭开面纱。 据悉，31 家第三批混改试点

企业中，10 家中央子企业涉及领域包括军

工、油气能源等，其中油气能源类央企子企

业至少 2家，军工企业至少 2家。

2018-2020 年将是“十三五” 军工改

革的落地期。 科研院所作为各大军工集团

最优质的资产， 通过资产注入等方式实现

证券化将大幅提高现有军工上市公司的资

产质量、 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电子科技集

团、 航天科工和航天科技集团旗下科研院

所较多，且集团资产证券化率较低，存在进

一步提升空间。

【影响个股】

国睿科技 四创电子 中航机电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柴油车达标排放将快速推进

上证综指

开盘：9188.47点 最高：9314.30点

最低：9160.05点 收盘：9314.30点

涨跌：62.82点（0.68%）

成交：2240亿元

事件

事件

雷科防务 （002413）23 日开盘报价

5.94 元， 早盘迅速封涨停板， 最终收于

6.51元，涨幅为 9.97

%

。

解析：消息面上，据拓墣产业研究院

最新报告指出，车载毫米波雷达受中国新

版新车评价指标（

C-NCAP

）的实行，以

及美国

NHTSA

将自动紧急煞车系统列

为新车标配的双重驱动下，将进入高速成

长阶段。

基本面上，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主营制造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雷

达及配套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频谱测

量仪器、干扰场强测量仪器等。

二级市场上，雷科防务昨日强势封涨

停板，该股近一年涨停 2次。 从技术上看，

目前该股中长期走势不明朗，尚待做出方

向选择，建议谨慎观望为宜。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周熹蹊

雷科防务封涨停

▲

▲

▲

基金二季报披露完毕

贵州茅台再登公募持仓市值榜首

随着 2018 年公募基金二季报的披露完毕，公募基金的投资轨迹也逐渐明晰。

从增减持方向看，贵州茅台、口子窖、康泰生物、长春高新等消费、医药板块二季报受到

青睐，增持市值名列前茅；中国平安、招商银行等金融、通信领域龙头股则被基金减持较多。

2018 年二季度公募基金的

前十大重仓股分别是贵州茅台、

格力电器、美的集团、中国平安、

分众传媒、五粮液、伊利股份、泸

州老窖、招商银行、恒瑞医药。

与一季度末相比，二季度末

前十大重仓股变化不大，依旧集

中在金融和食品饮料，仅剔除保

利地产，调入恒瑞医药，但保利

地产仍为第十一大重仓股。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截至二

季度末，共有 549 只偏股型基金

合计持有贵州茅台 3302.77 万

股， 占流通股的比例为 2.63

%

，

持仓市值高达 241.57 亿元；贵

州茅台成为主动偏股型基金的

第一大重仓股。

二季度股市明显调整，贵州

茅台逆市收获 8.5

2%

的涨幅，大

市值、 良好流动性叠加股价抗

跌， 贵州茅台吸引了大批基金，

二季度新增 42 只偏股基金持有

该股。

贵州茅台上一次登顶基金

第一重仓股是在 2012 年底，之

前贵州茅台连续 7 个季度蝉联

基金第一重仓股 (2011 年二季

度到 2012 年底)。 2012 年底发

生的白酒塑化剂问题和高消费

禁令， 让贵州茅台股价大跌、基

金大举减持，从而失去了第一重

仓股的位置。

同样，由于在二季度的市场

调整中表现抗跌，美的集团新获

得 75 只 偏 股 基 金 入 驻 ， 以

185.32 亿元的持仓市值位居偏

股型基金的第二大重仓股。

而一季报位居公募持仓市

值榜首的中国平安，二季度股价

遭遇调整，市值缩水叠加持仓基

金减少，中国平安的偏股基金持

仓 总 市 值 环 比 一 季 度 下 降

23.58%，178.22 亿元的总持仓

市值与贵州茅台相差 63.35 亿

元，在二季度退居公募第三重仓

股。

格力电器、伊利股份、分众

传媒、五粮液等 4 只股票相对排

名与一季度没有变化，位居基金

重仓股的第四至第七位，持仓市

值在 150~180 亿元，其中，格力

电器二季度新增 149 只偏股基

金持有，成为前十大重仓股中增

持基金数量最多的公司。

泸州老窖相比一季度上升 4

名， 以 105.03 亿元持仓市值位

居偏股基金第八大重仓股，二季

度新增 18只偏股基金持有。

招商银行二季度股价调整

幅度达到 9.11%，在重仓股中的

排名环比一季报名次下降一位，

为偏股基金第九大重仓股，保利

地产相对排名不变，仍位居第十

大重仓股；基金持有这两只股票

的市值都在 100亿元以下。

相比于前十大重仓股，基金

对一些股票标的的增减持更能

体现对该股后市的态度。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截至二

季度末， 基金增持最多的 50 只

股票主要集中在大消费、生物制

药和信息技术板块，贵州茅台以

42.72 亿元的增持市值位列榜

首，口子窖增持市值达到 27.26

亿元，位列次席。

康泰生物、长春高新、三一

重工、 青岛海尔也受到基金青

睐，增持上述股票的市值也都在

20亿元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航

天信息、浪潮信息等信息技术类

龙头也受到资金追捧，在偏股型

基金增持市值榜上跻身前十名，

增持市值都超过 17亿元。

银行、保险、有色、通信及元

器件等则是偏股基金减持的主要

方向。 在基金减持市值前 50 名

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

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

行等银行股龙头在列， 中国平安

以 51.3亿元减持市值位居榜首。

二季度， 基金对招商银行、

隆基股份、阳光电源等的减持市

值也均在 30亿元以上。

此外，中国石化、三安光电、

中国巨石、东方园林、赣锋锂业

也进入基金减持市值前十名，对

这些个股持有的市值环比下降

25亿元以上。

时隔近 6 年再登基金第一重仓股

银行保险成基金减持方向

核心提示

低估值下着眼长期布局

综合《中国基金报》、《中国证券报》

1

2

3

昨日， 长生生物午后复牌再

跌停， 公司股价已连续第 6 个交

易日跌停，市值蒸发超百亿元。 收

盘时，长生生物报 13.05元。

长生生物午间公告， 公司因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证监

会立案调查。 如果公司因前述立

案调查事项被监管部门最终认定

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移送公安机

关，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

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暂停

上市或终止上市风险。 综合

长生生物复牌再跌停

可能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风险

2018�年7月24日 星期二

证券资讯

ZHENGQUANZIXUN

A

19

编辑／版式 邱昕 校对／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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