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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
个股活跃度回升

周二沪指呈现多空拉锯走势，午后一
度在电力、煤炭等板块带动下出现上攻，但
在前面的跳空缺口附近受到压力，随后振
荡回落，尾盘勉强收红。

周二个股涨跌大致均衡，多头略占上
风，两市共有34家涨停，个股活跃度有所回
升，但权重的金融、地产走势偏软，导致大
盘指数走得较弱。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新兴
产业类股走势较强，创业板指数突破前期
小的成交密集区。从概念板块来看，近期
涨幅较大的草甘膦、充电桩、油气改革等出
现回调，民营医院、文化振兴、信息安全等
由于受到中期政策利多支撑，表现明显强
于大盘。由于近期媒体报道房价下降的新
闻较多，地产板块受到较大冲击，特别是传
统的地产蓝筹“招保万金”等，而一些三线
地产股由于存在转型可能，并没有跟随板
块出现调整，相关品种的动向也值得下阶
段进行关注。

受到政策利好的呵护，大盘已经出现
企 稳 迹 象 ，后 期 站 稳 2050 点 将 确 认
1974.38点为较为重要的底部。周二的振
荡没有改变大盘的形态。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允许地方政
府发债减轻了市场对经济失速和地方债务

平台的担忧，而人民币的贬值则有利于缓
解出口行业的压力。此外，本次新型城镇
化规划给出了很多发展指标的明确目标，
包括养老保险覆盖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等多方面，相关的养老、环保、信息化建设、
智能交通等行业发展潜力较大，也将给相
关板块带来较好的投资机会。

综合来看，短期大盘仍将在2050点下
方蓄势，后市向上攻击的概率偏大。

操作上，可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为
蓝本，选择中线受益的板块进行配置。此
外，各地国企改革的步伐将加快，一些央企
如油、电、煤等引入民资也是中央定下的路
线图，相关板块也存在不错的投资机会。

民生证券：
文化产业迎利好

周二两市依旧延续振荡偏弱格局，盘
中板块虽涨多跌少，但热点较为分散。其
中，文化传媒板块因持续受利好政策支持，
盘中延续近几日上涨行情，相关个股如弘
业股份、强生控股、东方明珠、吉视传媒、华
谊兄弟等涨幅均达5%以上，板块整体位居
两市涨幅榜前列，为近期盘中持续性明显
较好的板块之一。

近日，文化产业频迎利好，四天内，国

务院连续下发两个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意
见：3月14日，国务院发布《推进文化创意
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
见》，提出支持文化创意设计类项目进行信
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以及鼓励金融机构支持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提供适合的融
资品种；3月1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
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提出对国家
重点鼓励的文化服务出口实行增值税零税
率，并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
企业进行债务融资。

如此密集的利好消息以及高规格的支
持政策，体现出文化产业对于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积极作用正在日益得到高层重
视，文化传媒板块很快吸引了市场各方的
关注，A股市场上相关个股也应声而涨。
两个《意见》的出台，不仅扩张了文化产业
范畴，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有望获重
磅金融支持，这将成为该行业转型扩张的
巨大动力，后市该板块仍可持续被关注。

相关概念个股：时代出版（600551）：主
要从事出版传媒、印刷复制、高科技研发与
成果转化三大主业。从技术上看，该股各
技术指标逐步转好，可继续关注。

东方明珠（600832）：中国第一家文化
类上市公司，东方明珠被国家工商管理总
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该股当前均线系
统呈多头排列，仍有上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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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股票池（3月18日 星期二）

国泰君安证券河南分公司投研团队：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理由

爱康科技 002610 0.50% 14.07

中航机电 002013 -1.09% 15.39

卧龙电气 600580 4.79% 7.68

公司目前的产品广泛运用于电站运营、智能机器、新能源汽
车、高铁等多个朝阳领域，具备多重题材交叉。周二盘中一度冲
击涨停，后在指数的带动下冲高回落，该股趋势上强于大盘，后
期整理后有望挑战新高。

公司基本面存在以下亮点：一、明确作为中航集团机电板块
资产注入平台的地位。二、公司航空机电产品预计在未来5年内
将保持15%左右的稳健增长。周二收缩量小阴线，下方年线具有
一定的支撑作用，区域内持续缩量，向下调整空间有限。

一、A股中首个采用金融创新手段的电站运营商，估值可提
升。二、公司经营模式参照美国Solarcity，Solarcity依托光伏租
赁的商业模式创新逆市发展，并获得市场很高的估值溢价（上市
一年涨幅7倍）。三、收购正式方案提升电站规模实现的确定性。
收购瑞旭投资方案的最终确定提升了公司实现2015年1GW电
站运营目标的确定性。周二收缩量小阴线，该股趋势上强于中小
板指数，振荡上行趋势有望延续。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理由

机器人 -0.69% 54.30

最典型的“军工+民用+高科技”公司。工业机器人技术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在高端激光领域占有技术优势。前期充分
调整后，技术升值空间较大。周二小幅调整，周三仍有低点，继
续逢低吸纳。

中信建投证券投顾团队：

大河实战账户
（3月18日 星期二）

C账户
资金账号：124679
托管券商：国都证券郑州花园路
营业部
初始日期：2013年11月11日
初始资金：100万元
总市值：1527268.61元
收益率：52.73%
持仓：新大陆（000997）30000
股，天康生物（002100）29900
股，金风科技（002202）62300
股。
操作：13.16 元卖出佐力药业
（300181）32840 股，14.52 元卖
出东软集团（600718）50000股，
11.62元卖出内蒙君正（601216）
31300 股，18.88 元买入新大陆
（000997）30000 股，10.43 元买
入天康生物（002100）29900股，
10.33元买入金风科技（002202）
62300股。
（操作指导：朱江汉）

A账户
资金账号：2509
托管券商：国元证券郑州金水东
路营业部
初始日期：2013年12月9日
初始资金：10万元
总市值：98109.72元
收益率：-1.89%
持仓：荃银高科（300087）1500
股，东方海洋（002086）2500股。
操作：8.52 元买入东方海洋
（002086）2500股，8.94 元卖出
德豪润达（002005）2100股。
（操作指导：楚江华）

爱尔眼科 300015 0.3% 40.70

国内首家上市医院集团，技术优势显著，分级连锁经营模式
完成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成功覆盖，直接受益于民营医院发展政
策，高度看好前景。周二振荡蓄势整理，继续关注，建议不追高，
低吸。

个股活跃 资金尝试入场

东方电气 600875 -2.12% 12.47

年报披露，2013年净利润23.49亿元，同比增长7.2%。市场
开拓成果是年报的一大看点，订单充足将支撑未来业绩的稳健增
长。周二冲高后回落，形成低吸的机会，建议密切关注。

300024

开盘 7347.04 最高 7357.06
最低 7266.58 收盘 7273.95
涨跌-66.67成交额1184亿元

开盘 2026.22 最高 2034.92
最低 2020.41 收盘 2025.20
涨跌 1.52 成交额836亿元

300002 神州泰岳 -7.78%
002144 宏达高科 -7.41%
002160 *ST常铝 -5.04%
000848 承德露露 -4.98%
002362 汉王科技 -4.60%

600063 皖维高新 10.14%
600069 银鸽投资 10.14%
600128 弘业股份 10.01%
600060 海信电器 10.01%
600599 熊猫烟花 9.99%

600620 天宸股份 -7.99%
600243 青海华鼎 -7.36%
603008 喜临门 -5.62%
600988 赤峰黄金 -5.04%
600463 空港股份 -4.87%

000767 漳泽电力 10.09%
300116 坚瑞消防 10.05%
000948 南天信息 10.04%
002458 益生股份 10.04%
002598 山东章鼓 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