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记者 赵阳戈

余 强

在大盘没有什么表现的情况下 ，市

场的主角显然就是题材股。 近期，

A

股市

场完全就是题材股的天下， 凡是市场关

注度高、想象空间大的事件，都能给游资

带来各种炒作的理由。但是，凡是题材、

概念，如果不能转化为上市公司的业绩，

那么这种炒作最终会有破灭的一天，就

看谁能够在最后跑掉，或者说简单点，谁

能把接力棒顺利甩给后来人。

回顾近期市场的热点题材，最新出

现 ，而又最快 “自毁形象 ”的 ，无疑就是

赛马会概念股了。前几天，有消息称，中

国赛马会正式成立了，该组织负责赛马

运动和赛马行业在中国的推广和发展。

正是受此消息刺激，与博彩或者赛马有

点关系的股票大幅上涨， 如九龙山、武

汉控股 、珠江实业 、人民网等都受到资

金的追捧。然而，就在昨天，赛马会这一

组织的“血统”却受到了质疑，有媒体报

道称， 所谓赛马会是没有合法注册、没

有彩票相关部门支持、没有合法官网的

“三无”组织，而国家有关部门也没有收

到任何相关马彩的正式消息。 于是，赛

马会概念股立马变了脸色，尽管九龙山

继续涨停， 但武汉控股昨日大跌

6%

，珠

江实业也是大幅高开之后回落，收出大

阴线 。很明显 ，短线炒作资金已经有出

逃的迹象。

所以我感觉，现在的市场，不管题材

股想象空间有多大， 公司前景有多么光

明诱人，如果要参与其中的话，还是要小

心一些，千万不要太贪心。即便是由于埃

博拉病毒传播而持续炒作的医药股，我

觉得也有曲终人散的一天。毕竟，很多相

关的个股实际都算不上正宗的埃博拉概

念股， 有些公司的业务甚至跟埃博拉毫

不沾边。这样的炒作，又怎么可能持久，

大家还是见好就收吧。

另外，再聊聊大盘。昨天沪指的波动

幅度突然大幅度减小了， 虽然沪指上涨

15.54

点 ，以

2356.73

点报收 ，但全天波动

幅度不大，而且成交量也明显萎缩。股指

期货方面，主力合约的波动幅度也很小，

似乎多空双方都处于观望状态。我认为，

当前这种看似平静的局面， 或许正是后

市可能变盘的征兆。 如果接下来市场波

幅进一步减小， 那有可能离变盘的时间

就不远了。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下降通道有规律可循，上升通道同样。自

2012年12月4日触及724.97点的阶段低点，深

证综指走上了一条慢牛之路， 期间也经历了

不少阶段性调整，成都商报记者发现，当融资

余额月环比增速接近0时，与之对应的往往是

深证综指阶段性见底， 之后其会展开一轮新

的上升行情。

比如2012年12月4日深证综指触及阶段

低点， 与之对应的是融资余额月环比增速在

10%附近连续波动后， 最终在11月增速降为

-0.70%。 无独有偶，2013年6月25日深证综指

最低下探到815.89点的阶段低点，对应的2013

年6月融资余额月环比增速为0.41%。

在2012年12月开始的这轮牛市中， 融资

余额月环比增速一共出现了5次接近于零的

情况，其中4次对应的是深证综指在阶段性的

调整中见底反弹。

今年以来， 这种规律仍然适用。2014年2

月~4月的一波调整中，深证综指从2月19日的

1162.05点的阶段高点震荡回调到4月29日的

1004.93点的阶段低点。 同期融资余额环比增

速下降，4月仅为0.30%。此后，深证综指开始

上行， 但是爬升速度缓慢，5月的融资余额增

速也与之匹配，对应的增速仅为-0.59%。

上升通道中 增速降至零预示调整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 在同深证综指相对照后

记者发现， 融资余额月环比增速在大级别牛

市到来时，也有一定的指示功能。当深证综指

触底反弹，融资余额月环比增速会突破30%的

“界限”束缚，而此现象的出现或是牛市到来

的“信号”。

盘面显示， 深证综指在2012年11月见

底，12月开始反转， 而融资余额月环比增速

方面， 自进入2011年4月， 该数据一直处于

-10%~20%的区间内，2012年1月甚至降到

-6.84%，期间融资余额月环比增速虽然有反

弹但是从未超过20%。 但从2012年11月份开

始， 融资余额环比增速从0附近上升到12月

份的14.65%，并在2013年1月成功突破30%这

一历史性高点，最终升至32.88%，这种现象

绝对罕见。

遗憾的是，由于4年半时间对深证综指大

级别行情来说颇为短暂， 目前仅有上述一个

案例出现， 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还是蕴含了

某种规律， 就只有等到下一次牛市到来时才

能检验了。

融资融券神奇指标

■特别报道

实际上除对年度级别行情有指示外，融

资余额环比增速对小一点级别的行情同样具

有参考意义。

今年5月以来，深证综指月K线连续收红，

10月还创出阶段新高1357.86点。同期，融资余

额环比增速分别为-0.59% 、3.05% 、9.08% 、

18.2%、16.79%和10.06%。很明显，融资余额环

比增速自9月开始已不再跟随深证综指爬坡，

而是转向萎缩，两者出现了背离的走势，更让

人对当下深证综指的回调有所警觉。

试想， 如果9月投资者注意到了这一现

象， 或许就不会仍然被题材股不断轰炸和股

指不断拔高所麻痹。事实上，自10月9日以来

的几个交易日里， 深证综指下跌幅度确实不

小，累计跌幅为2.09%，区间振幅为4.46%。个

股更是一片惨淡，据通达信统计，10月9日~17

日，A股累计跌幅超过10%的个股有124只，其

中跌幅最大的要数皇台酒业（000995），跌幅

高达18.81%；中科云网（002306）、中利科技

（002309）、中海科技（002401）等的跌幅也超

过了15%。

受外盘股市回暖等多重利好提振，本

周首个交易日沪深股市温和走升， 双双录

得近0.7%的涨幅。与此同时，两市成交总量

大幅萎缩至3000亿元附近， 显示市场心态

依然谨慎。

上证综指以2346.05点小幅高开，早盘

回落探至2340.46点后震荡上行，此后在红

盘区域维持窄幅整理格局。 尾盘沪指收报

2356.73点，较前一交易日涨15.54点，涨幅

为0.66%。深证成指延续红盘，收报8204.20

点，涨52.68点，涨幅为0.65%。

伴随股指反弹， 沪深两市近2000只交

易品种收涨，远多于下跌数量。不计算ST

股和未股改股，两市26只个股涨停。

与前一交易日超过3800亿元的总量相

比， 昨日沪深两市成交大幅萎缩， 分别为

1418亿元和1639亿元。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举行， 市场普遍

认为“依法治国”的主题对资本市场发展

意义重大。加上外盘股市回暖，多因素对A

股形成提振。不过，在三季度GDP公布在

即的背景下，市场心态依然较为谨慎，表现

为成交量大幅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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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互动易

近日， 御银股份通过投资者互动易

平台表示，公司ATM(自动取款机)市场

占有率约8%~10%，VTM(虚拟柜员机)未

来的发展空间很大， 能为银行降低运营

支出。目前，御银股份VTM已经可以销

售体验， 主要客户为山东农商行，但

VTM的推广和普及还要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公司进一步透露，御银股份与微软

目前处于接洽阶段。

2014年中报披露， 御银股份上半年

实现收入4.41亿元，同比增长0.04%；但净

利润仅为7294.36万元，同比减少24%。其

中，传统的ATM销售收入2.67亿元，同比

下降11.4%，在总收入中占比高达61%。与

此同时， 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4.4%，

ATM销售、融资租赁及合作运营项目毛

利率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记者注意到， 御银股份预计今年前

三个季度净利润为1.19亿~1.58亿元，同

比增长-10%~20%。 申银万国研报进一

步推算， 这意味着上市公司第三季度的

净利润达到4600万~8500万元，较去年第

三季度增长28%~136%。 从历史来看，往

年第二季度在全年中最高， 今年第三季

度净利润高于第二季度， 或受益于本年

度银行采购提前。

该券商认为， 银行设备国产化的趋

势明显，国内厂商面临重大机遇。今年年

初， 御银股份已公告成为中国工商银行

2013年度自动柜员机项目/自动取款机

供应商， 目前公司已经开始向工行提供

自动取款机。

2014年下半年， 建设银行将进行存

取款一体机的选型， 御银股份已经是建

设银行取款机的供应商， 如果能够进一

步成为建设银行存取款一体机供应商，

其成长空间将扩大。

成都商报记者 唐强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

经日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86516389

。 更多精彩内容详

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每经投资宝

您理想权威的投资顾问

扫一扫

轻松可获股市期货前沿信息

咨询电话：

028-86660288

发现融资余额环比增速指标对应深证综指暗藏五大规律

两融“章鱼帝” 大盘泄天机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在过去的4年半时间

中， 深证综指的高点为1412.64点， 低点为

724.97点，就在深证综指沿着自己的趋势向上

述两个点运行时， 月融资余额环比增速的背

离早已准确地指出了深证综指未来的方向。

从2010年7月、8月和10月每月的收盘点

位看，深证综指分别报收于1075.44点、1166.5

点和1303.85点， 而对应的当月融资余额环比

增速分别为68.96%、49.97%和48.34%。 换句话

说，在深证综指一路上行时，月融资余额环比

增速却在一路下降，两者出现了明显的背离。

而月融资余额环比增速的下降， 也说明市场

人气在下降。最终，深证综指于2010年11月中

旬触及阶段高点1412.64点后一路下行， 触及

阶段低点724.97点后反弹。

2012年1月深证综指触及797.17点后反弹

再回落，于2012年11月触及724.97点。后者的

点位比前者更低，从融资余额环比增速看，二

者再次出现背离，2012年1月和11月融资余额

环比增速分别为-6.84%和-0.7%，虽然均为负

数，但下降速度明显放缓，说明11月时融资客

已经不再一味地收缩战线。到了2012年12月，

当月融资余额环比增速陡增到14.65%， 显示

出融资客重新进场的热情。

四川长虹 披露三季报

四川长虹（600839）今日披露了三

季报，公司1~9月实现营业收入412.85亿

元，同比下滑了1.82%，净利润为-3.14亿

元，每股收益约-0.07元。四川长虹在三

季报中表示，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该事项主要涉及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

票、公司等离子屏及模组资产和业务处

置等事宜。目前，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

审计与评估等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峨眉山A� 1~9月净利增28%

� � 峨眉山A（000888）今日披露的三

季报显示，公司1~9月实现营业收入7.72

亿元， 同比增长了22.91%， 实现净利润

1.41亿元，同比增长了27.66%，其中7月

~9月净利润为0.87亿元。与此同时，公司

披露以8450万元自有资金购置了两宗地

块，公司称本次购买的土地是为了满足

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顺利

开展各项经营活动，进一步提升公司整

体盈利能力。

仁智油服 预计全年净利润为正

仁智油服（002629）今日披露的三

季报显示，公司今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02亿元，同比下滑20.19%，净利润为-�

1878.97万元，每股收益-0.07元。不过公

司预测，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在0~600万元，同时公

司也表示，中石化、中石油业主方投资规

模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引起

公司在该市场的主体业务规模缩小，工

作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由于工作量的

直接下降导致公司利润减少。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自2010年3月31日融资融券（以下简称两

融）启动以来，两融市场经历了4年半的风风

雨雨，从初期几千万元羞涩的尝试，到如今融

资余额突破6500亿元大关，从不足百只试点标

的到如今覆盖两市900只股票， 两融市场尤其

是融资市场的成长有目共睹。

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显示， 沪深两市

融资余额神速飙升， 截至2014年10月16日已

达到了6685.38亿元，而不久前的2014年9月15

日，这个数字还仅仅为5655.78亿元，期间不过

19个交易日。 记者发现， 融资余额每上一个

1000亿元台阶所耗费的交易日有愈来愈短的

趋势。

随着两融交易占A股成交比例的日趋递

增（2010年还仅仅是零头，2014年10月16日的

占比已高达15.32%）， 加上两融交易的杠杆

性， 两融市场日趋强大的力量正默默地影响

着整个市场，让人无法小觑其影响力。因此，

成都商报记者将2010年至今的两融数据做了

一个梳理， 试图从中找到具备操作参考性的

指标。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虽然4年半以来深

证综指的涨跌轮回经历有限， 但在两融范围

里有不少参数和指标还是可以为投资者提供

不少参考， 如融资余额环比增速与深证综指

对应后，有指示上升、下降通道上下沿及年度

顶底的功能，堪称神奇。

川股动态

在深证综指处于大的下降通道中， 融资

余额月环比增速同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010年11月~2012年12月这一阶段，总的

来看，深证综指处于下降通道，从1412.64点

跌落至724.97点。在此期间，深证综指一共出

现了6次反弹， 而其中有4次在反弹至阶段高

点时， 融资余额月环比增速指标是在15%附

近徘徊。

比如2011年2月末，深证综指收盘于1295.81

点， 与之对应的融资余额月环比增速为14.89%。

盘面显示，从2011年1月6日开始，深证综指开始

了阶段性的调整，从1310.08点一直跌到1月25日

的1128.25点。此后深证综指开始了反弹之路，并

在2月22日上探到1301.63点。3月深证综指基本

保持横盘状态，而在月底几个交易日里未能顶住

压力，出现连续下跌。

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2011年7月，2011年

7月18日深证综指触及阶段高点1238.35点，

当月融资余额月环比增速为17.59%；2012年3

月14日， 深证综指创出阶段新高1020.29点，

而2月融资余额月环比增速为13.66%；2012年

5月8日深证综指触及983.63点的阶段高点，

而当月融资余额月环比增速为17.67%， 仍然

在15%附近。

增速与行情明显背离 预示大级别顶和底

下降通道中 增速升至约15%预示反弹高点

规律

1

规律

2

规律

5

规律

3

大级别底部后 增速猛增至30%以上

规律

4

九月增速回落预示大盘调整将至？

多重利好提振

两市缩量上行

题材股能玩多久？

传统业务增长乏力， 经营业绩徘徊

不前， 这就是数显量具生产商广陆数测

（002175）所要面对的现实困局。在此背

景之下， 广陆数测在2013年10月迈出了

转型的第一步， 通过定增并购资产进军

数字电视运营领域。

但遗憾的是，原本盈利增长喜人、业

绩承诺极高的并购标的却突然变脸，受

此影响， 广陆数测将2014年前三季度净

利润预测值大幅向下进行修正。而《每

日经济新闻》独家了解到，标的资产业

绩不及预期主要源于现有客户流失较

多，完成高额业绩承诺的任务艰巨。

广陆数测并购资产客户流失

业绩承诺承压 11

御银股份

VTM已可以销售体验

融资余额环比增速

与深证综指的对应

融资融券交易占

A

股成交比

与深证综指的对应

●

●

背离现象预示顶部与底部

● ●

下降通道中预示反弹高点

●

●

上升通道中预示调整结束

●

增速至

30%

以上预示大级别底部

●

●

增速回落预示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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