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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盘综合分析研判
延续反弹格局
本周沪深股市呈现大幅反弹格局。上半周沪市大盘在跌破 2000 点再创调整新低
1984 点后，在央行释放流动性利好消息的刺激下，大盘止跌回升大幅反弹，最高上攻
至 2050 点一带。下半周大盘进行窄幅震荡、小幅攀升。预计后市 A 股市场还将延续反
弹格局。
经济增速回落明显
基本面上，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数据显示，2013 年 GDP 同比增长 7.7%，与 2012 年
持平，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标，但创下 14 年以来的新低。这表明一方面宏观经济减速
比较明显，一方面国内经济调结构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来看，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呈现“两降一平”，2013 年固定资产投资为 43.65 万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 19.6%，创下 2013 年以来的新低，2013 年社会消费品过零售总额 23.44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3.1%，增速较 2012 年回落 1.2 个百分点。2013 年出口增速为
7.9%，与 2012 年持平。展望 2014 年，专家预测国内经济仍将保持一个持续平稳较快的
发展速度，化解过剩产能、控制地方债务风险将使经济增长减速，但世界经济复苏向好
为中国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全年 GDP 将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运行态
势。周四汇丰公布 1 月份 PMI 为 49.6，不仅跌破荣枯线，还创下 6 个月以来的新低，
显示由于天气寒冷和春节放假等因素，企业生产进入传统淡季，经济出现一定的回落。
资金利率大幅上升
流动性上，本周初银行间流动性再度呈紧张态势，市场资金利率大幅上升。为此，
本周央行不仅推出面向城商行、农商银行、农合行和农信社四类中小金融机构的 SLF，
定向释放流动性，还于周二、周四在公开市场进行了 750 亿元 7 天期、1800 亿元和 1200
亿元 21 天期逆回购操作，总计高达 3750 亿元，相当于下调一次准备金率，向市场注入
巨量流动性，市场资金利率应声大幅回落，流动性紧张态势得到了较大程度缓解。股市
信心也得到了极大提振。预计为稳定春节以及一季度信贷投放量巨大的市场货币供应，
央行还有可能继续维持逆回购操作一段时间。
小盘成长股反复活跃 重点关注
技术面上，本周沪市大盘周 K 线收出一根放量中阳线，显示大盘在连跌六周后，终
于迎来超跌反弹行情，但周均线系统、周 MACD 等指标仍然还没有转好，显示中期调整
还没有结束。日 K 线上，大盘从去年 12 月 4 日的 2260 点调整到本周一 1984 点，跌去
了 276 点，跌幅达 12.21%，时间为 33 个交易日，已经到了一个敏感的时间窗口，因此
周二大盘在利多消息刺激下转身向上反弹，技术面上已经在幅度、时间上已经具备条件。
大盘在周一跌破 2000 点后，成交量出现萎缩，显示做空能量已经耗尽，阶段性反弹呼
之即出。由于 2 月份新股压力减轻，市场有一个多月的喘息机会。因此，目前大盘已进
入反弹周期，阶段性反弹有望延续一段时间，但反弹的高度还要视消息面与成交量的配
合而定。以创业板、中小板为首的小板指数大幅强势走高，创业板本周更是放量再创历
史新高，盘中互联网金融、手游、文化传媒、生物医药、智能设备等新兴产业个股得到
市场资金的高度关注，后市还会反复活跃与走强，而新上市的新股更是得于资金的追棒
连续涨停，激发了市场炒新热情，深市中小板、创业板已成为是资金角逐的主战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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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投资策略上，继续加大对小盘成长股的关注力度。
（注：本文系中国证券报十大券商周六版《券商论道》专栏文章）
（刘光桓）

 指数运行节奏研判
上证指数近期时间结构分析

主要时间周期

至 上 周 末 近期主要敏 敏 感 时 点 日 备注
运行时间 感时间点
期（1 月份）
2270—2260 点 53 天 89 天
93.5 天
30、7 日
易动荡；春节
说 1、时间周期分析方法众多，重要时间点本法力求覆盖；字体加粗为重要周期。
明 2、时间之窗不一定都起效，生效有形成拐点、突破点和剧烈震荡等表现；改变
的级别难定。
3、本周末有易诱发较剧烈动荡的重要时间周期敏感点密布。

频次

1月份时间周期敏感点分布图
6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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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周期作用

重要周期作用

上周沪指探底反弹，周线收覆盖性中阳线。目前沪指周技术指标弱势，短期周均线
空头排列，多条周均线集中分布在 2110—2175 点一带；日指标平衡偏强，中期均线空
头排列，5 日均线上穿 10 日均线并同步上行；小时指标强势。本周末有易诱发较剧烈
动荡的重要时间周期敏感点密布。本周沪指有望延续震荡反弹。
（张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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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动态与市场机会
网络异常事故，凸显信息安全
21 日下午，全国所有通用顶级域的根服务器出现异常，导致国内大部分用户无法
正确解析域名，对全国互联网链接造成系统性影响。该事件极可能是人为的黑客攻击行
为。信息领域的安全再度引起关注。
作为信息技术的基础，集成电路的安全是其它信息技术安全的基础，未来必将受到
高度重视，预计国家在政策上大力支持我国本土集成电路的发展。同时我国集成电路对
外依存度过高，目前国内约有八成的芯片需要进口，从产业安全上看也是急需解决。相
关的上市公司有：上海贝岭、国民技术等。
信息基础设施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底层基础和枢纽。包括从 CPU 到服务器再到各种网
络设备、存储设备以及软件等等。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基本被国外巨头垄断。基
础设施的国产化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未来要在高端领域有所突破需要国内政策的支
持、以及 IT 从业者的共同努力。相关的上市公司有：浪潮信息、东软集团等。
我国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目前只在重点行业推广，如政府、金融、电信等，其他
行业推广力度很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企业目前对于信息安全产品
的需求将保持快速上升。国内信息安全行业的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各个细分市场内，行
业中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优势的企业,在国家政策扶持下，未来发展前景看好。相关的
上市公司有：绿盟科技、启明星辰、卫士通等。
蓝宝石加速移动终端应用
日前金立天鉴 W808 智能手机上市，其外屏采用了 56.144 平方厘米的蓝宝石材质。
该材质生产工艺难度极大，具备极高的硬度，抗刮擦能力是普通玻璃的 20 倍。
目前蓝宝石价格下跌及苹果手机加速在蓝宝石方面的布局必将刺激蓝宝石在手机
及 iwatch 等移动终端应用，预计随着更多产业链厂商介入，蓝宝石应用在移动智能终
端将会有更多厂商尝试。
随着 LED 照明渗透，应用于 LED 相关的蓝宝石衬底材料产值空间在 10-15 亿美元级
别，如果蓝宝石应用在手机镜头、Home、屏幕保护玻璃，截止 2016 年全球智能手机按
16.58 亿部计算，蓝宝石应用市场新增空间近 50 亿美元，将是 LED 衬底材料的 5 倍以
上空间。
手机屏幕面积为手机蓝宝石应用面积最大部分，整体看可贡献手机蓝宝石应用最大
弹性，约占比超过 90%。手机镜头保护玻璃及 Home 键应用面积及产值贡献相对有限，
但是其渗透比例相对较快，
目前蓝宝石衬底的产能及技术仍是以国外为主，建议关注技术较成熟的切磨抛产业链环
节企业水晶光电、东晶电子、晶盛机电、天龙光电、安泰科技、露笑科技等。
（李清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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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力股研究与推介
一、个股推荐大盘背景分析
上期提示：上周市场有望先抑后扬，基本符合预期。周一在破掉 2000 点、创出 2013
年 7 月 31 日以来的新低 1984 点后形成空头陷阱，仅维持一个交易日，周二收复 2000
点、周三放量长阳上穿 20 日均线，周五在金融、地产等权重股的拉升推动下，站稳在
20 日均线上方，大盘底部基本确认。目前，主板创出了本轮反弹的新高，而创业板则
再创历史新高，市场持续回暖，赚钱效应提升，人气逐渐恢复，从盘面看，量价配合理
想，震荡上行格局有望延续，但 30 日均线面临短线反压，从节前看，蓝筹股的估值修
复和小盘成长股的联袂表现，均支持春节“红包“行情有望延续！
从经济层面看，汇丰 1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为 49.6，较去年 12
月的 50.5 大幅下降，不仅跌破 50 枯荣线，也创下 6 个月以来最低。数据还显示，1 月
中国制造业产出指数初值为 51.3，虽较去年 12 月的 51.4 小幅下降，但也是近 3 个月
以来最低。在分项指数中，除产出、产成品库存、采购数量指数处于扩张区间外，新订
单、新出口订单、就业、积压工作、采购库存指数均陷入萎缩状态。数据低于预期，但
主要缘于季节性因素，负面影响相对有限。
从资金层面，上周初以来，面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因为春节等季节性因素出现收紧的
迹象，央行综合运用 SLF、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等多种手段，大力投放短期流动性。央
行公开市场累计净投放资金 3750 亿元，此次天量逆回购开闸放水力度之大超出预期，
改变了春节前资金面紧张情况，极大舒缓了资金面的紧张状况。成为推动市场扭转颓势
的重要因素。
本周为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周，没有新股发行，资金回流效应明显。随着业绩快报
披露节奏加快，低估值蓝筹股和成长股的赚钱效应将延续发酵，对场外资金形成吸引力，
预计本周市场有望延续震荡上行格局，并有望挑战 2100 点关口。操作上，逢低关注潜
力股。
二、上期潜力股回顾
上期潜力股表现（上证周涨幅 2.47%、深成指涨 4.12%、中小板涨 4.88%、创业板
涨 6.37%）
1、002048 宁波华翔：周涨幅 26.46%，两连板加速上扬，表现靓丽，低估值成长股，
业绩超预期，中线有望延续震荡上行，由于短线乖离过大，逢高波段减仓，中线 13.8
元。
2、000099 中信海直：周涨幅 8.57%，量价齐升加速上扬，受益通航政策催化，市
场想象空间大，中线震荡上扬为主基调，持有或继续关注，波段目标 9.1 元、中线 10.5
元。
3、002277 友阿股份：周涨幅 2.0%，蓄势充分多头有望发力，“友阿微购”及 APP
的上线拉开 O2O 业务转型序幕，将震荡上行，逢低关注，波段目标 13.8 元、中线 15.3
元。
大盘企稳回升，潜力股整体表现靓丽，其中宁波华翔大涨 26.46%，符合预期。（建
请您务必阅读正文后面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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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做好资产管理、止损止盈，参考止损幅度为 5%）
三、本期潜力股推介
1、002521 齐峰新材 新产品打开成长空间
公司是行业龙头，在产品、服务、管理等领域具备独特的优势，产能高速扩张，各
类装饰原纸产能达 23 万吨，市场占有率接近 40%。（1）产品需求旺盛。目前行业需求
处在稳健增长中，公司产品供不应求，随着新产能的陆续投放，公司的市占率有望进一
步提升。（2）受益于城镇化建设。公司生产的装饰原纸主要应用于板式家具、强化木
地板等人造板材，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人们对人造板材的需求不断增长，
年需求增速保持在 15%以上。（3）毛利率维持高位。公司最主要的两种原料木浆和钛
白粉总体都处在供过于求的状态，预计全年净利润增长 25%-40%，高于行业增速。（4）
新业务新看点。新增高性能芳纶纤维及制品业务，被广泛应用于航天、军工、电机、电
器、电子信息等行业，有望打开成长空间。预计 2013-2014 年 EPS 为 0.48 元和 0.61 元，
对应的 PE 为 16.9 倍和 13.3 倍。
二级市场上，该股为低估值成长股，受益于城镇化建设，经过连续调整，蓄势较为
充分，现有放量启动态势，有望延续震荡上行格局。逢低关注，波段目标 9 元、中线
10.3 元。
2、002454 松芝股份 受益于冷链轨交建设
公司是大中客空调龙头，是少数几家同时掌握大中型客车空调设计匹配技术和先进
的车用空调换热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的汽车空调企业。（1）技术研发优势。公司成功实
现将空调的平行流冷凝器技术应用于大中型客车空调上的技术性突破，换热效率提高
60%，成为首家使用此项技术的企业，掌握超细超长胀管、空调柔性流水线总装技术等
核心技术（2）进军新能源客车，轨交空调等领域。公司研发了新能源车辆的全电空调
JLD 系列，已获得北京公交 300 台、武汉 850 台混合动力车空调订单；与北京市地铁签
订技术协议开发样机。（3）拓展冷链业务。我国生鲜食品的冷藏运输率仅 15%，与发
达国家 80%～90%的冷藏运输率相比差距巨大，公司已与中集车辆等冷藏车厂建立战略
联盟，并为沃尔玛等终端用户建立服务网络。预计公司 2013-2014 年 EPS 为 0.61 元、
0.72 元，对应的 PE 为 17.5 倍和 15.1 倍。
二级市场上，该股为低估值车用空调细分龙头，受益于政策支持加码，近期经充分
蓄势，已先于大盘走入上升通道，有望震荡上行，逢低关注。波段目标 11.7 元、中线
13.5 元。
3、002478 常宝股份 高端油井管产能释放
公司具备成长为中国钢管行业龙头的特质，基本面渐趋反转，上半年有望迎来业绩
拐点，估值也有提升空间。（1）锅炉管需求好转。常宝精特锅炉管，上半年锅炉管需
求显着好转，公司积极开拓新的客户、进行产品结构调整，高端产品占比显着提升，锅
炉管产销和盈利能力进一步好转，产品订单充足。（2）产能释放提升盈利能力。新建
的 CPE 产线已正式投产，年产 7000 吨高压加热 U 型锅炉管产线正在优化量产，高端油
井管加工线预计在今年 1 季度投产。新建产能集中投产，预计对 14 年业绩将会有显着
的提升作用，同时，由于下游锅炉订单量有所上升，公司的锅炉管销量同比将会出现显
着的恢复性增长，届时将进一步推升公司业绩。三季度开始发力，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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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预计未来几年业绩增速有望维持在 20%以上。预计 2013-2014 年 EPS 为 0.62 元
和 0.78 元，对应的 PE 为 15.3 倍和 12.2 倍。
二级市场上，该股为低估值成长股，受益于需求复苏和高端产能的逐渐释放，经过
充分调整底蓄势充分，有望企稳回升并震荡上行，逢低关注，波段目标 10.3 元、中线
12 元。
（田文智）

 新股发行跟踪
17 新股今明集中上市
春节将至，新股上市节奏也在加快，今明两日共计有 17 家新股上市交易。
今日上市新股包括创业板的鹏翎股份、创意信息、欣泰电气、赢时胜、鼎捷软件、
易事特，以及中小板欧浦钢网、金一文化。
28 日合计有九只新股挂牌，其中，中小板有金贵银业、牧原股份、友邦吊顶、麦
趣尔、金轮股份，创业板有东方通、安硕信息和溢多利。沪市有陕西煤业上市。
陕西煤业本次 IPO 发行价 4 元，相当于 2012 年每股收益的 6.23 倍，而同类上市公
司的平均水平为 7.56 倍。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00 亿股。
数据显示，陕西煤业本次募资规模为 40 亿元，仅为两年前设定的最初募资目标的
不到四分之一。这反映了国内煤炭行业景气度的大幅下滑。陕西煤业亦在公告中表示，
自 2012 年 5 月以来，受宏观经济不景气、煤炭进口量增加、水力发电量上升等多重因
素影响，我国煤炭市场下游需求下滑明显，国内动力煤价格大幅下滑，公司煤炭销售价
格也出现下降。陕西煤业预计，2013 年度净利润较 2012 年度下滑 42%至 45%。不过，
公司同时表示，今年一季度以来，吨煤销售均价已较去年三、四季度有所回升，预计一
季度净利润将环比回升 115%至 135%。
表 1：本周新股上市一览表
股票名称

中签率

上市日

交易代码 发行价 发行量/万股

申购限额

发行市盈率

鹏翎股份(创)

1.891067 20140127

300375

19.58

2570 万

0.65 万股

24.17 倍

创意信息(创)

1.079666 20140127

300366

18.11

1670 万

0.25 万股

27.08 倍

赢时胜(创)

2.421363 20140127

300377

21.58

1500 万

0.1 万股

33.1 倍

欣泰电气(创)

1.448656 20140127

300372

16.31

2335 万

0.4 万股

25.48 倍

金一文化

1.197657 20140127

002721

10.55

4735 万

0.8 万股

25.73 倍

鼎捷软件(创)

2.59103

20140127

300378

20.77

3000 万

0.6 万股

27.37 倍

安硕信息(创)

1.875589 20140128

300380

23.4

2000 万

0.65 万股

40.06 倍

牧原股份

2.581344 20140128

002714

24.07

7068 万

2.4 万股

18.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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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贵银业

2.563588 20140128

002716

14.35

5876 万

2.25 万股

23.26 倍

易事特(创)

1.617178 20140127

300376

18.4

2602 万

0.85 万股

14.51 倍

陕西煤业

4.870169 20140128

601225

4

10 亿

15 万股

6.23 倍

欧浦钢网

2.043399 20140127

002711

18.29

3939 万

1.5 万股

25.23 倍

溢多利(创)

1.734382 20140128

300381

27.88

1300 万

0.45 万股

23.83 倍

东方通(创)

1.042627 20140128

300379

22

1500 万

0.5 万股

30.27 倍

麦趣尔

2.22748

20140128

002719

25.38

2617 万

0.9 万股

39.64 倍

友邦吊顶

2.095373 20140128

002718

28.02

1500 万

0.35 万股

24.58 倍

金轮股份

2.032848 20140128

002722

7.18

3450 万

1.3 万股

19.41 倍

（冯文锁）

 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新兴市场不佳，全球金融恐慌
美国三大股指大幅下挫：由于新兴市场股市和汇率下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恐慌，
为投资者抛售美股提供了借口。美国股市全周大幅下挫。周末的收盘情况看，道琼斯工
业平均指数收于 15879.11 点，当周回调了 3.52%，跌幅为 2011 年 11 月份以来的最大；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4128.17 点，全周下跌了 1.65%；标准普尔 500 指数收于 1790.29
点，当周调整了 2.63%，创下 2012 年 6 月以来最大周跌幅。
欧洲三大股指调整幅度加大：受全球市场暴跌局面持续，以及美股大跌的影响，欧
股主要区域指数全面收跌，另外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也使得欧股市场
投资者的紧张情绪加剧，欧股主要指数全周交易中调整幅度加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
报6663.74点，当周下跌了2.23%；法国CAC40指数收报4161.47点，当周回调了3.65%；
德国DAX30指数当周下跌了3.60%，收报于9392.02点。
亚太主要股指震荡幅度加大：从跟踪的主要地区股指的收盘情况看：香港恒生指数
收盘报收22450.06点，下跌了2.95%；韩国综合指数微跌了0.20%，收报1940.56点；日
经225指数周末报收于15391.56点，全周下跌幅度达到了2.18%。
综合情况看，本周美联储可能继续扩大削减购债规模的预期，加上市场对土耳其、
阿根廷、乌克兰等国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担忧，引发资金撤离新兴市场，并导致恐慌情
绪蔓延至全球金融市场。信息面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
若干名。国安委成立后，中国对国内外安全问题的应对能力会进一步提高；美国知名电
动汽车厂商 tesla 可以正式使用“特斯拉(tesla)”的商标，并即将在国内展开正式销
售。tesla 方面表示，相信中国地区今年将为公司贡献高达三分之一的全球销售额；世
界经济论坛 2014 年达沃斯年会论坛活动中，与会嘉宾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和面临
的挑战，并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已走上复苏轨道，但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仍很多。与会嘉宾
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充满信心；美联储将于 1 月 28 日开始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市场猜测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美联储可能提前加息，从而加剧了资金逃离新兴
市场的速度。
（李清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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