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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回落略超预期

7 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
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
示，7月制造业 PMI为 51.4%，低于
预期0.1个百分点，比上月向下小幅
波动0.3个百分点，与上半年均值基
本持平。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
数为53.5%和 52.8%，分别比上月回
落0.9和0.3个百分点。

【名家点评】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研究员陈中

涛：制造业 PMI 指数回落，一方面是
因为目前指数水平已经相对较高，
波动难以避免；另一方面也具有明
显的季节性特征，时下高温多雨天
气以及部分省市洪涝灾害，对短期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一定影响。
综合指数走势和企业调查，经济运
行基本平稳态势并未改变，稳中向
好态势仍在在发展。需要注意的
是，企业购进价格的上升明显，达到
57.9%，但出厂价格指数上升滞后，
升幅仅 3.6 个百分点，二者差距明显
扩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虽然上
游行业效益会得到提升，但下游行
业成本会明显增加、效益下滑，不利
于 企 业 协 同 发 展 ，不 利 于 经 济 稳
定。因此，市场价格加快上升值得
关注。

大宗交易大幅折价卖出

大宗交易数据显示，8 月 4 日
两市合计有招商银行、温氏股份等
18 只个股出现大宗交易，多只个
股出现大幅折价成交的情况。其
中，温氏股份、北京科锐、天舟文
化、华鹏飞、林洋能源、江苏银行、
百川能源、博通股份等多达 8只个
股均以当日跌停价成交。以当日
收盘价计算，北京科锐的折价率更
是高达 15.17%，百川能源、温氏股
份折价率也超过10%。

【名家点评】
富鼎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维

夏：大宗交易的主力绝大多数是公
司的高管大股东或者其他重要控
股股东，大幅度折价卖出的原因有
以下四种可能：一是不看好公司未
来的成长性，提前选择获利出局甚
至止损出局以规避更大的风险；二

是即使公司经营状况较好，也因为
当前虚高的股价透支了业绩需要
挤出泡沫，因此选择套现离场；三
是股市可能存在系统性风险，这种
可能性最大；四是公司可能因转型
而存在股权转让的可能。总体来
讲 ，大 宗 交 易 在 沪 指 突 破 3300 点
后密集折价卖出，对市场资金面会
构成较大压力，使得此轮反弹行情

“短阳寿”。

IPO合计7家融资28亿元

8 月 4 日晚，证监会按法定程
序核准了 7家企业的首发申请，筹
资总额不超过 28 亿元。其中上交
所主板 3家，分别是北京昭衍新药
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圣达
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原尚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中小板
2 家，分别为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川恒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深交所创业板 2 家，
分别为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圣达生
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兆丰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爱乐达航空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公司直
接定价发行。此外，前三周证监会
筹资总额都是 40 多亿元，换句话
说本周 IPO 规模相比前几周有所
减少。

【名家点评】
银河证券南坪营业部总经理

唐贺文：按照常理来讲，IPO 数量
和融资规模下降，对中小创题材股
特别是次新股构成利好。但值得
一提的是，市场往往对消息面存在
预期。前几周星期五次新股领跌
大市，是因为担心 IPO 数量和融资
规模增加，事实上前几周 IPO 确实
比 本 周 要 大 一 些 ，因 此 次 新 股 在
IPO 公 布 前 领 跌 情 有 可 原 。 但 本
周五次新股领跌后，IPO 规模比预
期少三分之一就比较诡异了。因
此从这个角度看，下周一市场表现
特别是次新股表现，将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风格转换能否成功。若次
新股不能借助利好发起像样的反
攻 ，则 后 市 应 当 谨 慎 为 主 ；反 之 ，
后市有望继续上行，投资者则可保
持乐观。

8年前的8月 4日，当上证指数
收复“7·29长阴棒”失地并将高点刷
新到3478.01点时，多数人没料到市
场会出现一轮疾风骤雨式暴跌，更
没有几个人想过一轮漫长的调整拉
开了序幕。8年后的现在，上证指数
突破了 3301.21 点阶段头部、见到
3305.43点后出现了4个月来首次3
连跌。更让人担心的是，8年前沪指
30月线和120周线双重压力制造出
3478 点大顶，8年后的现在沪指恰
好也处于这两条均线压力之下。从
历史数据来看，8月往往是多头或空
头猛烈发力的月份。那么，3305.43
点真的是大级别下跌的开端吗？投
资者又该如何操作呢？

“轻指数重个股，关注新经济
股。”华龙证券永川营业部总经理
牛阳从以下四方面分析了当前和
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演进趋势和操
作方向：

上证指数除日线、周线、月线
外，分钟级别的超短线指标集体走
坏——周五 IPO缩减和美股再创新
高两大利好驰援，使得下周一大盘
还有继续挑战新高的能力，注意“二
次熔断”3360点附近的压力，关注成
交金额能否继续给力。必须提醒的
是，若下周一股市无法返身向上，那
沪指的短线多空分水岭在 3200-
3220点区间，这个区间不失守，则总
体碎步上行趋势不变。倘若失守，
则会形成大级别调整，从而向下考
验3000点大关。

即便步入大级别调整，那也只
是沪指的调整，投资者不用担心
——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场走出了
为期 1年的蓝筹股行情，指数大大
失真。进入今年 7月份以后，无论
是低估值的金融类蓝筹还是受供
给侧结构改革的资源类蓝筹，估值
修复行情上升到脱离基本面炒作
的性质，具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
这种炒作的背后，往往昭示着消息
面可能会突发重量级利空，尤其是
当前看似平静的国际市场，很可能
出现黑天鹅事件。因此，如果市场
步入大级别调整行情，那也只是上
证指数的调整，是周期性蓝筹股的
调整，而不会是系统性的调整。

结构性机会值得期待，“双创”
提升新经济股风险偏好——A 股
市场向来“风水轮流转”，就算蓝
筹股导致沪指进入大级别调整，中
小创成长股在经过 9个月调整后，
估值泡沫大大挤压，业绩悲观预期
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释放。政策面
再次强调“双创”有助于提升新兴
产业题材的风险偏好。需要提醒
的是，一轮行情启动之初，一般是
权重股、绩优股打头阵，所以中小
创指数中的 100 只成分股，具有较
高的投资价值。在板块掘金方面，
建议重点关注新能源、新材料、人
工智能、量子科技、传媒娱乐等当
前热门话题的中长线投资机会，而
军工板块则以事件性驱动为主，多
为短线交易性机会。

后市把脉

沪指风险大 题材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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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1日沪指见底3012点以
来市场走出了为期 3个月的碎步
攀升行情，至8月2日更是一度突
破了 3301 点阶段头部。不过，沪
指仅仅在 3301 点上方停留了 35
分钟便遭遇了空头的连续狙击，这
也使得投资者面临的交易风险再
度走高。在这一关键时刻，备受投
资者信赖的“重庆商报赚钱工程”
再度起航，携手西南证券重庆惠工
路营业部于8月5日举行了“重庆
商报赚钱工程——夏季攻势渐入
佳境 股民如何趋利避险”的投资
者教育讲座，西南证券重庆惠工路
营业部投资顾问杨世东、吴波、沈
祎为与会投资者重点阐述了如何
在震荡市中实现趋利避险。

投资者需准确定位
风险承受能力

“中国证监会为什么要对股民
炒股实行分类管理呢？”投资顾问
杨世东表示：“很多投资者进入股
票市场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赚钱’，
但是除了赚钱外绝大部分投资者
忘了另外一个东西——风险。很
多人只看重盈利而没有注重风险，
而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
务情况下，在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
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
决策，独立承担其投资风险。”

杨世东指出，根据《证券期货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要求，将
投资者分为普通投资者与专业投
资者，专业投资者之外的投资者定
义为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
者又细分为A、B两类，专业投资
者需具备必要的投资知识和经验，
能够理解并自行判断金融产品或
服务的风险，在财务上能够承担相
应的投资风险。而我们普通投资
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
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保护，综合考
虑投资者收入来源、资产状况、债

务、投资知识和经验、风险偏好等
因素，将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
能力等级由低至高划分为：C1（含
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投资者）
（保守型）、C2（谨慎型）、C3（稳健
型）、C4（积极型）、C5（激进型）。
那么客户能够参与的业务和购买
的产品也相应分了R1-R5五个等
级，如投资者主动要求购买风险等
级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或
者接受相关服务的，需签署该产品
或者服务风险高于其承受能力进
行特别的书面风险警示。

遵循价值投资
降低交易风险

除了准确定位自身的投资风
险承受能力，与时俱进改变投资理
念也能帮助投资者降低交易风
险。投资顾问吴波提醒各位股民，
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场的投资理念
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往大多数投资者只关注自己盈
利多少，即使是亏损放在那里几年
时间就会赚回来了。这种思维在

以前肯定能成功，但是以后就不一
定了。

吴波进一步指出，以后市场投
资理念将更注重于价值投资，指望
股价再像以前那样一步到位式上
涨是不可能的。这种价值投资理
念在今年体现得非常明显，大家从
今年以来领涨大市的股票就能看
出来全是业绩持续向好的优质股，
所以股价上涨具有持续性，且未来
还有持续性，而不再是以前那样几
个波段就炒作完了。故大家在投
资思路上一定要根本转变，不能再
像以前那样听一个消息或者自己
去分析有什么内幕信息赌预期
了。今年上半年投资赌预期股票
的投资者损失很大，而只有真正像
做实业那样去研究实体，研究盈利
状况去进行投资才是正确之道。

灵活运用四大交易技巧
平滑风险

有了合适的交易理念，投资顾
问沈祎认为一些降低投资风险的
交易技巧也需要投资者注意。

首先要分散系统风险，证股票
投资不仅要对不同的公司分散投
资，而且这些不同的公司也不宜都
是同行业的或相邻行业的，只有不
同行业、不相关的企业才有可能此
损彼益，从而能有效地分散风险。

其次要回避市场风险，综合运
用回避方法，掌握趋势。对每种股
票价位变动的历史数据进行详细
的分析，从中了解其循环变动的规
律，了解收益的持续增长能力。选
择买卖时机，注意投资周期。

第三确定合适自己的投资方
式，一般而言，不以赚取差价为主
要目的，而是想获得公司红利或参
加公司经营者多采用长期投资方
式。本身有职业，没有太多时间前
往股票市场，而又有相当积蓄及投
资经验的，适合采用中期投资方
式。时间较空闲，有丰富经验，反
应灵活的人可采用短线交易的方
式。

第四，制定周详的资金运作计
划，将资金作最妥切的运用，在各
种情况发生时，都有充裕的空间来
调度，不致捉襟见肘。

3305.43点
会成中期大顶吗？

随着A股上市公司A股中报
披露工作进入高峰期，有关上市公
司全年业绩走向的信息开始逐渐
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有望
年报、一季报以及中报业绩“三连
增”的公司更是令人瞩目，有业内
人士指出，在市场对个股基本面考
量日趋严格的背景下，业绩保持连
续增长的个股具备更好的长期关
注价值。

58股业绩连续增长

据商报数据统计，截至 8月 6
日，A股市场已有244家公司发布
2017 年中报，相关上市公司在报
告期内合计实现净利润约 592.59
亿元，同比增长28.17%。192家上
市公司在此期间实现了不同程度
的业绩正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192家
上市公司中，有 58家上市公司在
2016年年报、2017年一季报、2017
年中报三个财报披露期内均实现了
30％以上的业绩正增长、且均处于
盈利状态。其中三峡新材在这三个
财报披露期内的平均业绩增速最为
惊人，达到3599.33%，威华股份在

这三个财报披露期内的业绩增长最
为稳定，其在2016年、今年一季度
以及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幅
分 别 达 到 112.2% 、105.06% 、
112.01%，其业绩增速变动幅度未超
过8个百分点。此外，粤泰股份、渝
开发等18家上市公司在最近三个财
报披露期内的净利润同比增幅也均
在100％以上。

据了解，上述 58 家在最近三
个财报披露期内实现业绩“三连
增”的上市公司大多属于化工、有
色金属、机械设备、建筑建材等周
期性行业，属于上述行业的业绩

“三连增”公司数量多达38家。此
外部分食品饮料、传媒鱼类、信息
设备等新兴产业、大消费类上市公
司则借助所属细分行业中的领先
地位实现了业绩的连续增长。

业绩持续增长股受捧

随着 7 月份 A 股上市公司中
报披露期的到来，个股基本面成为
引导近期市场资金炒作的主要因
素，在此过程中，部分业绩“三连
增”的上市公司股价自7月份以来
快速上行，比如7月份以来股价累
计上涨47.88%的凌钢股份在2016
年年报、2017年一季报、2017年中
报的业绩增速分别高达181.25%、

227.34%、608.08%，而威华股份、
云海金属、韶钢松山、天原集团、亿
纬锂能、先导智能等业绩“三连增”
个股 7月份以来的股价涨幅也都
超过20%。

需要指出的是，业绩“三连增”
个股之所以能大面积走强，机构投
资者的积极参与功不可没。公开
交易信息显示，7月份以来股价累
计上涨25.36%的先导智能在7月
份被机构席位连续买入1.1亿元；
而西藏煤电则在此期间先后获得
3家机构席位买入，机构席位买入
金额达到1.61亿元。凌钢股份、昆
仑万维、云海金属等多家业绩“三
连增”个股7月份以来也有机构席
位买入的记录。

此外，重庆商报—上游财经的
统计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58
家业绩“三连增”公司总计被基金、
券商、QFII 等机构投资者持有
17.88 亿股，较今年一季度末增长
3.11 亿股，以拓邦股份为例，今年
一季度末时基金合计持有该股
1223.55 万股，但到今年二季度末
时，基金持有拓邦股份的股份数量
已经增至3653.65万股。

掘金业绩增长低价股

平安证券投资顾问曾庆表

示，能够连续数季度实现业绩持
续正增长的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相对坚实，更容易成为中长线资
金布局的目标。虽然从表面数
据看，在最近三个财报披露期内
实现净利润持续快速增长的公
司达到 58家，但其中部分公司的
业绩驱动力来自重组、甩卖资产
等非经常性收益，这种依靠外延
式收入增厚利润的上市公司无
法保证业绩的稳定性。相对而
言，那些依靠主营业务持续向好
实现净利润持续增长的上市公
司的业绩“含金量”更高。投资
者在具体操作时，投资者应主攻
那些主营业务收入增幅明显超
过净利润增幅的上市公司。

长城证券投资顾问龚科也认
为，在当下大盘走势变数依然较多
的背景下，正确理解年报预增公司
非常关键，部分公司因为前期或去
年同期的业绩基数小，即使出现业
绩大幅预增但每股收益仍偏小，这
类个股不太可能成为机构资金关
注的重点。由于市场量能尚未得
到充分释放，因此就短期而言，投
资者应首选业绩持续增长股中的
低价、低估值品种，价格在10~20
元左右，市盈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的业绩持续增长股具备相对更好
的关注价值。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2009年8月4日上证指数创下的3478点长期大顶已过去
8年之久。8年前，上证指数开启了一轮漫长的调整；8年后的现在，上证指数于上周三突破
3300点中期头部后仅仅35分钟便遭到“空军”的连续阻击。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时间股
市所面临的内外因素日益复杂。那么，接下来股市将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3305.43点会成
为中期大顶吗？多头能够在纷繁复杂的背景下突出重围吗？

震荡行情小散如何降低交易风险
“重庆商报赚钱工程”携手西南证券为你解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李扬帆 王也

58股业绩“三连增”股民应精选高含金量股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李扬帆 实习生 岑晓林

“重庆商报赚钱工程”现场 记者 王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