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抚顺特钢 买入

4700

福鞍股份 卖出

5400

全信股份 买入

2500

星光农机 卖出

2400

星光农机 买入

2400

国电南自 卖出

5300

东风科技 卖出

26000

焦点科技 买入

4500

二六三 买入

3100

600399

持有新联电子未操作

603315

300447

603789

603789

持有禾欣股份、格力电器未操作

持有天威视讯未操作

持有江苏旷达、际华集团、国投电力未操作

持有杭电股份未操作

持有国电电力未操作

600268

600081

002315

002467

傅老师

路路通

铁二娃

袁大爷

清风

大漠孤烟

张航

王函

大黄蜂

2

3

4

5

6

7

8

9

10

35.01

96.73

208.99

91.01

88.85

15.92

22.76

117.61

21.61

752341.76

734686.68

705571.47

682914.70

672988.97

671592.59

669520.50

666869.96

661766.76

50.47%

46.94%

41.11%

36.58%

34.60%

34.32%

33.90%

33.37%

32.35%

10.50%

20.34%

34.15%

-6.04%

8.82%

16.00%

4.40%

24.61%

2.28%

桂冠电力 卖出

17800600236

上善若水

1

9.22

820533.23 64.11% 23.36%

排

名

参赛名 代码 简称

买卖

方向

成交

数量

（股）

成交均价

（元

/

股）

总资产

（元）

总资产

盈亏比

周收

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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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5月28日，沪指暴跌6.50%，由每

日经济新闻、成都商报、每经网联合

主办，成都福星兄弟投资管理公司承

办、 北京舜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协

办、国都证券提供交易平台，在成都、

北京、上海、深圳、郑州等十余个城市

同时进行的大型实盘赛事———“第

四届中国股王争霸赛” 也进入了最

为激烈的阶段，虽然大跌让大多数投

资者感到措手不及，但也成了高手们

的试金石。

与沪指暴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上周股王争霸赛却有超过22位选手

取得正收益， 平均收益约为10%，周

收益率排在前5名的选手更是超过

20%。此外，前三名全部易主。

“5·28”暴跌后，前10选手在进

行大洗牌的同时， 或许也将完成5月

冠军的奠基之战，上周前10选手排名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排名靠后一

些的选手整体收益率仍超过30%，但

与冠军 “上善若水”64.1%的收益率

仍有较大差距。

成都商报记者 费盛海

因素髴：

情绪化交易的平衡

5月28日，沪指暴跌6.5%，很多投资

者不禁忆起“5·30”。然而，记者统计对

比发现，2015年5月和2007年5月，已有了

天壤之别， 都是连续大涨后的高位强

震，但在有了融资融券、伞形信托、配资

的今天， 高杠杆已让市场格外敏感，可

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5·28”暴跌当天，网络上弥漫着

恐慌与迷茫的情绪。但就在很多投资者

不知该坚守抑或撤离时，有一些软件已

在后台默默搜集这些情绪数据并进行

量化分析，进而形成具体的投资意见。

在成熟的市场上， 华尔街投行、对

冲基金、甚至纽约证券交易所都在使用

社交网络股市情绪量化分析法。我国的

股市情绪量化分析， 也随着股票雷达、

投资脉搏及百度股市通等应用的出现，

进入了量化分析感性情绪的起步阶段。

以港股实例看，近期港股市场也不

时出现单日暴跌50%的个股，眼下，深港

通渐行渐近，港股市场向内地投资者逐

渐敞开怀抱， 无论是征战A股还是掘金

港股， 控制交易情绪将成为一大重点，

这也将影响6月A股的走向。

沪指高位“起舞”

6月再冲5000点需看三因素

兴蓉投资

拟处置股票投资

兴蓉投资 （000598）5月30日公

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处

置股票投资并不再进行证券投资的

议案》。因公司现有的股票投资品种

与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不相

符合，将在适当时机对公司持有的友

利控股和高新发展两只股票进行清

仓处理， 并不再进行证券投资业务。

截至5月28日， 公司持有的友利控股

和高新发展股票市值分别为5959.06

万元和1446.12万元

升达林业

拟2.5亿增资3家公司

升达林业 （002259）5月30日公

告，为实现公司清洁能源业务板块的

战略目标，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陕西

绿源天然气下属子公司榆林金源天

然气、米脂绿源天然气及榆林金源物

流进行增资扩股，增资完成后，公司

持有榆林金源天然气49%的股权，持

有米脂绿源天然气51%的股权，持有

榆林金源物流51%的股权。此次合计

增资额约为2.5亿元。

四川成渝

提名倪士林为董事候选人

四川成渝 （601107）5月30日公

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

倪士林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及建议酬金的议案》。根据主

要股东提名，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提

名倪士林为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建

议其酬金方案为： 不因其董事职务在

公司领取酬金。

成都商报记者 曾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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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竞争性国企5年内全上市

三条主线筛选改革先锋 12

添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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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条规定的终止上市条件， 深交

所于2015年5月21日对*ST武锅、*ST

国恒作出了终止上市决定，上述两只

股票已于5月29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

易。同时，*ST新都因诚信问题遭暂停

上市处理。深交所表态：对于应当退

市的公司，采取有效监管措施，做到

“出现一家，退市一家”。

因2011~2013年连续3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期末净资产均

为负值，*ST武锅B于2014年5月16日

被暂停上市。2014年度公司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06亿元，

期末净资产为-14.59亿元。

因2011~2013年连续3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ST国恒

自2014年7月17日起暂停上市。2015

年4月30日，*ST国恒披露的2014年度

报告被亚太 （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

见类型的年度审计报告。

而被暂停上市的*ST新都， 则是

由于诚信问题。*ST新都2014年度报

告显示，公司2013年、2014年连续两个

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主要涉及两

方面： 一是*ST新都是否充分披露和

恰当记录关联方交易信息及是否充分

披露违规借款担保信息无法判断；二

是*ST新都重大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

负债金额是否恰当无法判断。

深交所表示，为了严格贯彻落实

退市新制度，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存

在的风险，维护市场稳定运行，对于

上述3家公司， 除充分提示股票终止

上市和暂停上市风险外，深交所还积

极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提前制

定了风险应急预案，平稳做好风险防

范和化解工作。

下一步，深交所将积极稳妥做好

*ST武锅和*ST国恒退市整理期交易

相关工作，包括督促相关会员做好退

市整理期交易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做好退市整理期间的二级市场交易

监控，督促公司相关方严格履行退市

整理期间不筹划重大重组等重大事

项的承诺，做好信息披露与风险提示

工作。退市整理期交易结束后，将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要求，督促

*ST武锅B、*ST国恒严格依据规则，

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的45个交易日

内完成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等相

关工作，确保此次公司退市工作平稳

有序完成。

《每日经济新闻》

本周二、周三，沪深两市又将迎来新

一批23只新股的IPO“打新盛宴”，“超级

巨无霸”中国核电亦将高调登场。

23只新股中，拟登陆上证所的5家企业

分别是：中国核电、绿城水务、宝钢包装、韩

建河山和音飞储存； 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

的7家企业分别是：金发拉比、汇洁股份、蓝

黛传动、多喜爱、索菱股份、先锋电子和凤

形股份； 另有11家企业登录创业板， 分别

是：日机密封、合纵科技、星徽精密、杭州高

新、聚隆科技、信息发展、胜宏科技、德尔股

份、厚普股份、新元科技和神思电子。

6月2日（周二），中国核电、金发拉比

等11只个股将率先开启网上申购；6月3日

（周三），信息发展、宝钢包装等12只个股

亦将蜂拥亮相。

国泰君安研报指出，由于此轮新股发

行规模大、申购集中，预期本轮网上和网

下中签率都会比上轮出现明显上升，预计

6月2日、3日累计冻结资金将分别达到2.9

万亿元和4.3万亿元。

中金公司研报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其预计资金冻结高峰期将出现在6月3日，

单日冻结资金约5万亿元。

记者注意到， 此轮新股发行规模较

大，23只个股共计募集资金约228亿。其中，

“超级巨无霸”中国核电募资规模达135.8

亿元，占此轮新股募资总金额的59.56%。

随着中国核电闪亮登场，众多券商纷

纷力推其为投资者“打新”首选标的。申

万宏源旗帜鲜明地指出，本轮新股上市表

现（即上市初期涨幅）依次为中国核电、

宝钢包装、信息发展等。

广证恒生报告也认为， 综合来看，本

轮新股重点推荐募资额最大的中国核电，

软件和信息技术行业与专用设备制造业

中新股估值空间明显，信息发展、神思电

子和厚普股份未来估值有较大上升空间。

《每日经济新闻》

上周四， 沪指在逼近5000点关口之

际，突然掉头向下，全天暴跌6.5%，并且放

出巨量。 上周五沪指早盘继续下挫近190

点之后，终于强劲回升，收盘时下跌8.53

点，以4611.74点报收。而创业板反弹力度

明显更强， 上周五创业板指大涨3.2%。

5000点关口前，沪指遭遇500点巨震，这究

竟对本轮牛市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昨日，

记者就此采访了张道达先生。

后市不宜过于乐观

记者：对上周大盘的走势，你怎么看？

道达：

前一周的周末，由于证监会再

次严控市场操纵及违规融资交易，因此在

前一期的访谈栏目中，我曾经认为“暴风

雨”会又一次来袭。不过，周初大盘完全

不受影响，继续大幅走高，这多少是有些

让人意外的。或许，正是这种非理性的亢

奋为周四的暴跌埋下伏笔。 暴跌过后，我

认为还是有反弹的可能。而从上周五的市

场看，除沪指小跌外，深成指、中小板指和

创业板指都出现了反弹，而且创业板的反

弹力度还不小。

记者：那是不是意味着行情已转危为安？

道达：

虽然跌势减弱，创业板甚至强

劲反弹，但大家不宜太过乐观。具体到指

数，确实不太好说，主要还是看个股，此前

那种齐涨齐跌，或者几百只个股涨停的局

面或许会发生变化。简单说，就是个股会

迎来分化， 而且这种分化可能会日益明

显。上周五这种分化已经出现，小盘股反

弹力度明显更大， 但大盘股由于抛盘沉

重，以及消耗“弹药”更多，因此反弹力度

就弱得多。同样，小盘股中也存在分化，有

些前期涨幅过大的，或者被监管机构“盯

上”的妖股，后市将面临考验。

节奏或就此改变

记者：上周四的大阴线会不会对牛市

行情带来趋势性的冲击？

道达：

上周暴跌后，我专门留意了业

内一些“大V”的观点，他们几乎一致认

为，牛市行情不会改变，这让我有些意外。

就股指未来的走势而言，我认为这根大阴

线， 很可能将改变5月下旬以来快速上涨

的节奏，重新回到高位震荡的状态。毕竟，

这根大阴线，在市场心理层面还是会让很

多人产生动摇的，虽然大家嘴上都说“不

怕”，但落实到操作上，可能会更加谨慎。

此外，自从今年沪指站上3000点之后，1月

19日沪指大跌 7.7% ，5月 6日沪指大跌

4.06%，这两根大阴线的出现，都改变了市

场运行的节奏。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依然

会起到相似的效果。

成都商报记者 曾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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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暴跌，让很多投资

者目瞪口呆， 次新股盘中 “闪

跌”20%， 在挤压泡沫的同时

也让财富瞬间灰飞烟灭。 经过

暴跌的洗礼后，5月沪指虽仍以

阳线报收， 但上下长影线酷似

“螺旋桨”夹住了实体阳线，为

即将到来的6月增添了诸多变

数，是继续冲击5000点，还是高

位调整蓄力？6月A股如何演绎，

还需紧盯3大因素。

因素髶：

蓝筹与次新股之争

5月下旬，银行、证券板块初现复苏

迹象，高亢的次新股则在5月底遭遇一场

惨跌浩劫。 蓝筹股6月是否迎来春天，疯

狂的次新股是否会带领中小盘个股迎来

一次调整休憩，将成为两市的绝对焦点。

中小板、创业板无疑是这轮牛市中最

强势的。年初以来，中小板、创业板的涨幅

分别达到100.91%和140.72%。 展望未来，

坚定看多的机构认为，代表新兴产业的创

业板是牛市的火车头，中小板市场上市公

司整体财务安全状况最好，而且创业板指

和沪指很可能在6000点交汇。

由于存量资金巨大，因此中小板和创

业板资金面始终是充裕的。 不过， 经过

“5·28”暴跌后，次新股明显分化，未来资

金对小盘股的炒作也将逐渐回归理性。

至于大盘股，本周中国核电申购，该

股很可能会于6月上市，一旦中国核电估

值合理，上市遭到资金爆炒，其带领大盘

蓝筹股惯性上涨并非没有可能。另外，中

车集团能否于6月复牌，也将成为一大看

点。如果其复牌走强，国企改革又将成为

市场关注的重心， 那么蓝筹股同样有可

能再度被深度挖掘。

《每日经济新闻》

因素髵：

供需“暗战”

5月28日单日成交2.42万亿元， 场内

存量资金或约3万亿元，持续的宽松流动

性为A股不断“注水”，资金充裕也让股

指不断破浪前行。 而一旦宽松预期被打

破或是被改变， 对投资者的心理也会造

成巨大打击。

日前， 路透报道央行近期向部分机

构进行了定向正回购， 期限包括7天、14

天和28天，操作总量逾千亿元人民币。而

汇金减持银行股， 也被视为放大了银行

股的供给。两大因素共振，酿成了“5·

28”惨案。

不过对于流动性，国泰君安认为，降

准降息后，银行依然惜贷，超储率较高，

R001下降至1%，而实体经济贷款利率依

然居高不下。超储资金收益率极低，不排

除部分银行主动向央行申请正回购，流

动性仍十分充裕。

打消了流动性的疑虑， 剩下的便是

来自IPO源源不断的冲击，巨量的新股供

给，也成为目前A股的“阿喀琉斯之踵”。

发行安排显示， 本轮23只新股将于本周

二、三集中申购。到时候，市场又将面临

压力测试。

分化

必将加剧

主力动向

本周两日23只新股申购 中国核电成热点

两深市公司被退市

深交所：出现一家退一家

不惧“5·28”暴跌

5高手逆市周收益率超20%

川股动态

第四届中国股王争霸赛收益率前十名选手操作情况（5月29日）

“5·28”沪指大跌6.5%，记者注意

到，今年1月19日沪指也曾出现7.70%的

大跌，直到3月13日才收复失地。

“1·19”大跌次日，机构在砸盘，游

资却在买入。1月20日，沪指反弹1.82%，

但机构净卖出6.33亿元， 成为当日龙虎

榜上最大的砸盘者。同日，位居龙虎榜

净买入之首的是海通证券上海建国西

路营业部，净买入额为7.61亿元；同日，

净买入位居前10的还有多家知名“游资

敢死队席位”，如广发证券深南东路、中

信证券深南中路等， 游资当日净买入

25.16亿元。

那么，“5·28”大跌次日，机构、游

资又是如何表现的呢？5月29日，沪指微

跌0.18%，机构净卖出6.56亿元，位居净

卖出第二，这次第一名变成国信证券南

通跃龙路营业部，净卖出额7.09亿元，遭

国信营业部砸盘的个股是昌红科技。当

日游资净买入16.19亿元，力度显然不及

1月20日，说明买入资金较为谨慎。

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大跌后，资金

抢筹个股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月20日，

排名前10营业部买入最多的个股除中

国南车外， 其余均为券商股；5月29日，

净买入前10营业部买入个股无一为券

商股，除江苏有线被4家营业部买入外，

其余被看好的对象则分散到浙能电力、

歌尔声学、隧道股份、中国软件等多只

个股上。

《每日经济新闻》

机构、游资

跌后齐谨慎

本次大赛为实盘操作，所有选手起始资金为

50

万元，比赛时间为

4

月

20

日

~7

月

31

日，紧跟高手操作节奏，获取超额投资收益。欲获取比赛优秀选手即时

交易信息，欢迎拨打手机：

13980756108

。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