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荣下的“二八”表现

华尔街有句知名的谚语，叫
“Sell in May and go away”，意思
就是进入5月前后市场开始走熊，
需要卖出。而在A股市场，5月前夕
股指已经开始调头向下。

在雄安新区龙头股集体复牌
后，股指表现却越发低迷，沪指60
日均线技术指标位率先失守后，
3200点也随即告破。3173.15点，沪
指最新收盘点位较前一周下跌
2.25%，创出了今年股指周跌幅最
大值。

股指回调，但个股总给投资者
一种活跃的迹象，如北新路桥和西
部建设两架马车，股价持续走高，
不断创出新高；荣晟环保也因业绩
出色，遭到资金爆炒，周涨幅达到
29.11%。加之新股不断发行上市，
以至于在每日的沪深涨幅榜上，总
能看到不少的涨停股。然而在这些
个股活跃之下，A股其实已经进入
下行渠道，又或者说进入个股严重
分化阶段。

每经投资宝统计每日个股涨
跌停数量发现，4月17日至21日，

A股单日涨停最多的是在4月19
日，有34只个股涨停，其余时候涨
停个股数量均在28只左右。值得
注意的是，在4月初，A股每日涨
停个股数量基本保持在70只左
右，多则上百只，低则也有52只。
而跌停个股数量，进入4月中下旬
后，每日跌停个股数量都在30只
左右。同样在4月份，跌停个股数
量则不超过10只。

同样，每经投资宝统计近一周
个股的涨跌幅情况发现，本周有
2476只个股下跌，抛开新股，实现
上涨的个股不足500只，“二八现
象”明显。

从两组市场数据不难看出，在
市场焦点个股持续走强的背后，
绝大多数个股已经开始进入回调
阶段。

891只个股跌破“2638点”

今年以来，在次新股、“一带一
路”、雄安新区概念等等热点题材
的轮番炒作下，A股留给投资者印
象总是震荡上行态势。但数据却显
示，活跃的个股就只有一部分，而

大多数个股早已不再被资金所关
注，反而是屡创新低。

每经投资宝统计自2016年1月
27日沪指创下2638点之后的个股
走势发现，有891只个股股价低于
当年1月27日的收盘价，换句话说
这些个股股价已经跌破了2638点
位，其中，有19只个股股价更是“腰
斩”，如欣泰电气、金亚科技、暴风
集团以及华信国际等。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6年1月
27日截至4月21日，沪指累计涨幅
是16%，股指还在3173.15点相对高
位，除了891只个股跌破“2638点”
以外，还有628只个股涨幅低于
16%，累计1519只个股跑输大盘，占
A股个股总数量的比例近50%。

而今年，沪指累计小幅上涨
2.24%，但涨幅能超越沪指的仅有
698只个股，市场整体表现低迷。不
过有业内人士称，个股分化严重，
也说明A股正迎来新的投资时代，
一个新的价值投资时代到来。

上海中域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袁鹏涛告诉每经投资宝，“现在
市场流动性实际上是趋于收紧的，
市场本身在存量资金的博弈之下，

在新的监管要求之下，也要求投资
机构会往价值投资上去转。而且现
在随着监管的加强，整个监管层面
在大运用数据等很多新的手段，过
去各种投机性挣钱的方式，也越来
越受到考验。总而言之一句话，就
是整个生态环境在发生变化。”

“漂亮50”一枝独秀

在目前的A股市场，能一个交
易日走一步，不断悄然上涨的只有
中国版“漂亮50”概念股。每经投资
宝统计板块与个股涨跌幅发现，小
家电、白酒、建材以及家居等板块
的龙头股股价在不断上行，表现强
劲。如小家电板块里面的老板电
器、苏泊尔；白酒里的贵州茅台；建
材里面的伟星新材以及东方雨虹
等，这些个股股价不少已创出历史
新高，同时表现也明显有别于板块
内其他个股。

资料显示，美国上世纪70年代
崛起的“漂亮50”主要就是以可口
可乐、惠氏、迪士尼、沃尔玛为代表
的消费股，以及以IBM、GE为代表
的科技股。

此时机构资金都在加码对中
国版的“漂亮50”筛选和投资。朱雀
投资基金经理李树荣日前分析认
为，中国版的“漂亮50”可能会有三
类，一是龙头公司的竞争力不断提
升的传统周期行业；二是新兴成长
行业；三则是在虽然行业增速回
落，但仍然保持低速增长的稳定增
长行业中。

世诚投资总经理陈家琳表示，
“监管态度对投资风格的间接引导
也将对龙头股行情起到推波助澜
的作用。过往，市场乱象包括股价
操纵、内幕交易、‘忽悠式’重组等，
而这方面显然是中小市值个股的
天下。近期，监管层屡出重拳，精准
打击市场乱象、严控资本市场金融
风险，且将常态化。这些监管态度
及行为实质性地打压了估值严重
脱离基本面的中小市值个股，由此
引发风险偏好的变化进一步利好
治理结构良好、财务状况稳健、业
绩稳步增长的行业龙头。当下的A
股市场因自身原因很难再现美股
上世纪70年代‘漂亮50’的盛况，小
幅溢价是一个更加合理的假设。”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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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贷款 优质服务
就在快贷

贷款服务哪家融资成本更低，服
务更好？快贷中心近期为企业、个人提
供优质贷款服务，活动期间，享受免费
服务咨询。急需贷款的个人和企业主
不妨拨打028-66623666或去快贷中
心（位于西安中路47号，近宽窄巷子），
有机会享受利息低至3厘的贷款产品，
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
■到账快速 想用就用

做餐饮生意的朱先生，准备拿下
隔壁店铺扩大店面，资金一时周转不
灵，通过快贷中心的服务，150万元隔
天就到账，朱先生顺利抓住了发展的
宝贵商机。
■联合60余家银行提供贷款

快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银
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贷款人名下有
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按揭车、营业
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
样，均可办理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
天就可放款。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
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何利息。一
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按揭车也可贷款

市民马先生急需周转资金，但他
名下奥迪车被查封，马先生通过快贷
中心向银行申请，获得了20万元的应
急贷款。拨打028-66623666向快贷中
心申请汽车抵押贷款，手续快捷，只要
资料审核通过，最快半小时就能申请
贷款，月息低至8厘。快贷中心还打通
各家银行通道，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
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GPS的车
都可以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也能贷

快贷中心推出无抵押轻松贷，市
民可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工薪
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通过单位
购买的社保或公积金做放大贷；还可
用购买的商业保险，将年缴保费放大
最高60倍来办理应急贷款。吴小姐急
需资金，向快贷中心咨询，凭借工资证
明和银行流水，放大60倍获得30万工
薪贷款，解决一时燃眉之急。只要你想
贷款，不管你有无抵押，只要拨打快贷
中心电话028-66623666，都将努力为
你打通银行渠道，拿到最低利息的银
行贷款。

上周，A股市场创下今年以来最
大单周跌幅，沪指一周下跌2.25%，不
仅跌破了3200点整数关，同时沪指半
年线支撑位也被跌破。那么，面对这样
的走势，接下来的行情有哪些不确定
性因素在等着我们，大盘究竟能否止
跌企稳？达哥与牛博士就此展开讨论。

牛博士：达哥，你好！上周沪指跌
破多个重要支撑位，你对此怎么看？

道达：回顾近期的行情，实际上
大盘的调整趋势，从证监会打击高送
转就已经拉开了序幕；而打击次新股
的过度炒作，给投资者的信心带来了
进一步的冲击。要知道，高送转题材
和次新股，都是前期游资重点参与的
板块，连续两周热点板块都被打击，
大盘出现调整也在意料之中了。

另一方面，“雄安新区”板块在炒
作了一个多星期后，上周也明显降温。
上周，“雄安新区”板块中的华夏幸福
周跌幅超过20%，金隅股份跌幅超过

15%。而在前期的高点，这些个股都曾
经放出了超过百亿的巨量。大量活跃
资金被套在上面，对游资和散户的打
击是非常大的。不仅如此，还有不少融
资盘也套在了上面，这些因素，短期来
看都对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牛博士：或许正是由于热点板块
降温，上周白马股挺身而出，成为市
场的最大亮点。你认为这个板块本周
还会继续走强么？

道达：实际上，一直以来，达哥对
于白马股的价值投资都是非常推崇
的，也曾经在道达号（微信号：dao-
da1997）文章中说过，A股的茅台，以
及港股的腾讯连续创新高的走势值
得大家关注。而现在，茅台股价突破
了400元，腾讯也在不断创新高。

在我看来，其实白马股并不是最
近一段时间才表现好，一直以来都是
市场中的“金子”，只不过近期大盘走
弱，所有热点板块都熄火了，所以才反
而凸显了白马股的价值所在。至于白
马股接下来的走势，当然不可能一直
涨下去，也会出现阶段性调整，这是不
可避免的。说不定，接下来大盘如果止
跌企稳，就会轮到白马股调整了。

牛博士：你觉得本周大盘会止跌
企稳吗？

道达：表面上看，大盘的调整，与
游资热炒的题材股有很大关系。但不

容忽视的是，蓝筹指标股中的银行股
的持续下跌，对于指数的拖累作用也
非常明显。银行股普遍表现不佳，其
实也与管理层的监管有关系。据报
道，近一个多月来，银监会严查商业
银行委外业务，客观上也造成了一些
涉嫌违规的资金流出A股市场，从而
不仅仅导致市场调整，银行股本身的
走势也受到冲击。近期，银行股中表
现相对较好的是建设银行、农业银行
和工商银行等几家大型国有银行，上
周五，这几只银行股都有不错表现。

对于后市，我觉得大盘能否止跌
企稳，银行股可能会成为关键点。毕
竟，前期银行股跌幅已经不小，这在一
定程度上消化了银行股面临的利空。
如果本周银行股能够延续反弹，那么
对于指数而言，必然会起到稳定作用。

牛博士：那么，本周在操作上有
没有什么建议？

道达：大盘是否就此企稳，现在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所以操作上我觉
得依然是以谨慎为主。 （张道达）

891只个股失守2638点
中国版“漂亮50”在哪儿？

■憧憬沪指3300点并未
到来，反而提前迎来“sell in
may”，沪指一周跌去2.25%，
创出今年以来的最大周跌幅。
每经投资宝（微信号：mjtzb2）
统计数据发现，不计今年上市
的189只新股，今年以来累计
股价上涨的仅有849只个股。

■每经投资宝统计自
2016年1月27日沪指创下2638
点之后的个股走势发现，有
891只个股股价低于当年1月
27日的收盘价。换句话说，这
些个股股价已跌破2638点位。
其中，有19只个股股价更是惨
遭“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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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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大盘能否止跌反弹 这个板块可能是关键
——道达对话牛博士

4月21日，食品电商三只松鼠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只松鼠”），
首次披露了公司IPO招股说明书。根
据 招 股 说 明 书 的 数 据 披 露 ，其
2014-2016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9.24
亿元、20.43亿元、44.23亿元，连续两
年 营 收 增 长 率 超 过 100% 。而
2014-2016 年 的 归 母 净 利 润 分 别
为-1286.49万元、897.39万元、2.37亿
元，短短3年时间，实现扭亏为盈。

值得一提的是，三只松鼠成立于
2012年，从扭亏为盈到冲刺IPO不过5
年时间。对于三只松鼠的快速发展，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一方面得
益于三只松鼠赶上了国内消费升级

的时间点，从坚果品类突破；另外，三
只松鼠通过互联网销售模式快速占
据了市场份额。

三只松鼠是以休闲食品为核心
的品牌电商，主要通过天猫商城、京
东、自营手机APP等互联网平台以及
团购、线下体验店等多元化渠道开
展自有品牌休闲食品的销售，产品
组合覆盖坚果、干果、果干、花茶及
零食等多个主要休闲食品品类。

据了解，三只松鼠最早是从坚果
品类切入市场的，根据招股说明书数
据披露，三只松鼠的营收中，贡献最
大的也是坚果类产品，2014年-2016
年，坚果类产品的销售收入是公司最
主要的收入来源。

据了解，此次三只松鼠的发行股
数，将不低于4，000万股，不低于发行
后总股本的10%。本次发行后创始人
章燎源的持股所占比例为40.07%。此
次，三只松鼠发行的募投项目主要包
括全渠道营销网络建设、供应链体系
升级、物流及分装体系升级三个项
目，共将耗资14.37亿元。不过从其未
来规划看，并不仅仅局限于食品电商
领域的布局。三只松鼠提出将以电商
模式为核心，逐步打造“电商渠道+无
线自营 APP+线下体验店+城市仓
储”的全渠道营销模式。同时，将进一
步推进品牌综合化、娱乐化战略，延
伸其周边覆盖范围，丰富品牌内涵。

（每日经济新闻）

上世纪七十年代，
在美国股市上曾经风
靡一个充满诱惑的名
词“漂亮50”——当时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
易的50只大盘股。其意
是泛指那些行业龙头、
最具投资价值、且拥有
出色业绩的优秀企业。

“漂亮50”

食品电商三只松鼠冲刺IPO
单类产品营收占大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