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股四大股指微幅回升
次新股砸穿90月线

上游新闻联合华龙证券明天为你支招投资策略 快报名哟！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张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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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晚间，已经连续三日涨停的ST康
美再次发布股票异常波动提醒，然而尴尬的是，
市场资金对于公司的提醒无动于衷，8月22日，
ST康美再度涨停。

从股价表现来看，8月 22日，ST康美小幅
低开，股价报3.51元/股，不过很快，ST康美股
价就迅速翻红，10点25分左右，ST康美股价就
攀上涨停，随后经历小幅震荡后ST康美再度强
势涨停。截至下午收盘，ST康美报3.72元/股，
涨幅5.08%，其成交额为4.23亿元。另外，从行
情报价单来看，买一位置还有5.67万手挂单，相
当于2109万元资金等待买入。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一天，ST康美发布了
股票异常波动提醒，同时也表示公司遭受的处
罚及控股股东质押比例高、公司面临一定的资
金流动性压力。

需要说明的是，这已经是ST康美连续四个
交易日涨停。根据同花顺数据显示，8月19日
至8月22日，ST康美连续涨停，股价从原本的
3.06元/股涨至3.72元/股，累计涨幅21.57%。

尴尬的是，ST康美的基本面和消息面并没
有根本的改变。据了解，8月16日，证监会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严厉批评康美药业有预谋有组
织长期系统实施财务造假行为，恶意欺骗投资
者，影响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

不过，在8月18日，ST康美表示，公司正在
加快引入国有企业、国资平台对接投资，引进更
为规范、高效的管理机制，规范企业内部管理体
系，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医药
产业。目前各项工作比较顺利有效，后续适时
推动落实相关方案。然而，8月19日，ST康美
表示，上述事项目前没有具体合作方案，提醒投
资者谨慎理性投资。

对于股价连续四日涨停，8月22日，ST康美
表示，股票资本市场的波动受很多因素影响。关
于公司退市，从证监会发给的事先告知书来说，
并没有提及，还是要等最终的处罚决议书。

上周末出台了两大重磅消息，一是LPR的
改革，二是深圳的社会主义示范村，如果说新
LPR为未来的货币宽松提供了路径选择，那么
深圳的升位则表明了管理层进一步扩大开放
的决心。从本周一股市放量拉大阳的反应来
看，市场显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么在沪指
重新站上2800之后，是开始新的多头征程，还
是维持前几个月的箱型震荡呢？

为此，上游新闻的“财富课堂”栏目联合华
龙证券重庆分公司举行三季度投资策略巡回

交流会（第二场）将带给你答案。
第二场时间：8月24日（周六）14点
会场地点：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388号创

汇首座四楼华龙证券投教大讲堂
报名热线：023-63843336
嘉宾简介：
邓丹：华龙证券重庆新华路营业部总经理；

华龙证券高级投资顾问，擅长市场中长期趋势
研究，精于捕捉市场转折点和挖掘中长线“黑
马”；长期进行上市公司的调研工作，撰写了大
量重庆上市公司价值研究报告。是重庆经济广
播电台、重庆卫视财经、重庆商报、重庆晨报、重

庆晚报、重庆时报等媒体的长期特约嘉宾和撰
稿人。2010 年被评为“重庆资本市场 20 年最具
人气的分析师”，2016 年被评为“观众最喜爱的
投资顾问第一名”，荣获“人气王”称号。

王璇：深圳市前海成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先后在中国进出口银行、财富证券研究
所、国海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平安信托总部等
多家金融机构担任高级研究员、行业研究总
监、投资经理、投资总监等职务，管理过多只大
型规模的公募权益类资管产品及券商自营
盘。2018 年度获得第 13 届全国私募基金风云
榜-股票策略基金二季度收益第 2 名，2017 年

11 月获得了私募排排网-全国综合实力排名第
45 名，以及 2017 年长江证券举办的第三届私募
基金大赛第 8 名，并进入了多家券商、银行的代
销基金白名单。

张承建：华龙证券重庆万州营业部客服部
经理，证券从业经历 25 年，具备丰富的投资咨
询经验，理论结合实战能力强，擅长大势研判
及趋势分析，在对热点把握和技术分析方面具
有比较独特的方法和见解，崇尚成长、价值投
资，曾为《三峡都市报》股票投资理财专栏特邀
撰稿人，多次参加和举办大型投资报告会，具
有深厚的投资分析功底。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蜀君

周四沪深股市出现了早盘
冲高回落午后先抑后扬的高
位震荡走势，四大股指微幅回
升，次新股指数3连跌一举砸
穿了90月线大关。

有证券人士认为，次新股
指数砸破90月线大关，前期低
点吹弹可破，投资者应将规避
风险作为当前操作的最高原
则。

次新股指砸破90月线
操作控制风险为原则

记者：现在我们继续来关注次新股指数的
运行情况。继周二收出长上影阴线，周三跳
空跌穿日线和周线级别的所有均线后，周四
次新股指数“再接再厉”，以高开低走的方式，
一举砸穿了 90 月均线大关。如果没记错的
话，这应该是该指数有史以来第 4 次砸破 90
月线了。那么，次新股指数本次跌破 90 月线，
与前三次跌破 90 月线相比，有什么不同的涵
义呢？

海通证券中山三路高级投顾张亮：“周四
次新股指数的这根小阴线，在技术上具有决
定性的涵义，即决定了空头的主导地位——
首先，次新股指数的高点，恰巧回抽了2017年
1月以来的下降通道下轨和5周均线，意味着
周三的跳空开跌是有效的；其次，次新股指数
在周四盘中，跌破90月线非常轻松，之后多方
的反击基本上是无效状态，此前三次该指数跌
破90月线后，多头反击力度一次比一次弱，这
次无力收复符合‘事不过三’规律；最后，次新
股指数最后一条均线支撑是10年均线，而10
年均线低于2784.88点阶段底部，也就是说90
月线失守后，前期低点只是一层‘窗户纸’了。
因此在我们看来，次新股群体的风险正在进一
步加强。从这两天的盘面来看，投资者目前应
把控制风险作为最高操作原则，在市场由结构
性风险向系统性风险发展过程中精选优质股，
并做好风险释放充分后的抄底准备。”

中小板综收出搓揉线
及时兑现降低仓位为好

记者：我们看到周三中小板综合指数是冲
高回落，而周四中小板综合则是先抑后扬。
这样一来，该指数最近两个交易日形成了“长
上影+长下影”的技术组合，即“搓揉线”。在
您看来，这样的技术组合对后市有着怎样的
影响呢？

广发证券江北嘴营业部王立才：“一般情
况下，连续上涨后出现‘搓揉线’，意味着多空
分歧加大，后市有两种演进方式：一种是直接
由升转跌，另一种是短暂诱多后转跌。本次
中小板搓揉线，周四的高点和低点都小于周
三，有点像‘孕线式搓揉线’，具有诱多的味
道。历史上看，孕线式搓揉线，随之而来的多
数是低开低走。从这方面讲，不论短线如何
震荡，投资者都应当对近期涨幅较大的品种
获利了结。而近期没
有收成的投资者，也
不要恋战了，降低仓
位为好。”

创业板两大指数
收复了中期均线

记者：周 二 和 周
三，创业板指与创业
板 综 连 续 两 天 分 别
收 于 500 天 线 和 120

天线之下。不过周四，凭借尾市的抢盘潮，
这 两 大 指 数 又 一 次 把 500 天 线 与 120 天 线
踩在了脚下。那么，这一次多头是不是决
定 性 地 要 以 此 作 为 向 上 刷 新 高 点 的 跳 板
呢？

中信证券分析师钱向劲：“创业板市场两
大指数在近期的表现截然不同。六七月份强
势的创业板综，近期涨势不佳，而六七月份弱
势的创业板指，近期涨势较好。不过，这两大
指数表现各异，也有相同之处，即都受制于中
长期均线和前期平台套牢盘压力。当前A股
市场依然是存量资金博弈的过程，量能不足
制约着反弹的高度，这两天包括创业板在内
的各大指数都没有突破周二的高点，短期形
势似乎有些紧张。后市来看，重点关注量能
的变化。若无法带量向上突破，或者带量向
上突破后返身向下，那么投资者对后市就要
多一份警惕了。”

上 证 指 数 收 报 2883.44
点，微涨3.11点，涨幅0.11%；
深证成指收报9350.56点，微涨

27.81点，涨幅0.30%；
中小板综微涨 0.39%；创业板综微涨

0.41%。

两市上涨品种逾 2000 只，下跌品种近

1500只。不计算ST股，两市约50只个股涨停。

科创板个股仅5只上涨。下跌个股跌幅都在

10%以内。

两市成交金额合计4401.62亿元，比

周三萎缩3%。

8月22日，沪指延续震荡整理态势，收盘小
幅上扬0.11%，收报2883.44点。市场成交量继
续萎缩，两市合计成交4401亿元。

安信证券投资顾问付昊认为，指数维持震荡，
成交回落，资金追涨意愿不足，需新热点出现。

昨日，上证指数维持窄幅震荡态势，盘中热点
集中在白酒、生物制药、国防军工、休闲服务、深圳
国资板块中。白酒与生物制药是传统强势板块，
白酒可能是即将面临“十一”的销售旺季，近期食
品饮料、快消食品处于震荡盘整态势，在白酒拉动
下，这类公司需要投资者跟踪。休闲服务、国防军
工近期持续处于板块资金流入状态，也是近期新
的板块，国防军工有70年大庆的预期，建议投资
者密切跟踪该板块的上榜次数。国防军工层面我
们建议跟踪主营业务收入中民用占比较高的公
司，民用占比较高的公司盈利相对清晰，估值明
确。同时如果国防军工能够得到发酵，我们建议
投资者紧密跟踪安防与身份识别类公司。

综上所述，指数维持震荡，成交金额处于回
落态势，说明资金追涨意愿不足，需要有新的热
点出现，短期密切跟踪板块处于流入状态的国
防军工、安防、身份识别，长期维持生物制药、高
端医疗设备、低估值成长股的跟踪。

个股打望

无视风险提示
ST康美连续四日涨停

投顾声音

紧密跟踪
安防与身份识别类股票

昨日大盘走势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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