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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连续反弹 警惕后市分化

大河股票池（2月17日 星期三）

民生证券河南分公司投顾团队：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周三高位振荡，短线继续关注。安硕信息 300380 0.53% 47.36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大唐电信 1.54% 17.18 周三5日均线金叉10日均线，有望延续反弹。

国都证券郑州花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科陆电子 002121 4.35% 23.99 周三放量上涨，短期仍可关注。

600198

周三收复年线，短期可关注。南都电源 300068 1.57% 15.50

周三回踩5日均线，短期仍可关注。新北洋 002376 -0.36% 14.03

周三早盘两市股指小幅
低开后呈现分化走势，沪深主
板指数在金融、煤炭、钢铁等
权重股的带领下振荡走高，而
题材股则走势不佳，拖累创业
板指数振荡下行。盘中，随着
沪指反弹进入2850点压力区
域，加上量能盘中呈现递减形
势，股指开始振荡回落，创业
板指数更是一度扩大跌幅至
1%以上。但午后一带一路、煤
炭、石油等板块相继拉升，市
场氛围继续好转，指数企稳回
升。沪深股指均以一根小阳
线报收，两市量能较周二小幅

放大。
从当日市场主力资金流

向观察，资金流出行业居多，
其中工程建设、农牧饲渔、券
商、百货、交运设备等行业为
资金净流入居前，而软件服
务、医药制造、电子信息、传媒
等行业资金流出居前。从两
市板块涨跌幅来看，除黄金概
念及奢侈品概念小幅下跌外，
板块悉数上涨，其中虚拟现
实、全息概念、水利建设、军工
航天、建筑建材等板块涨幅居
前。其中涨停个股93家，除
ST股外，涨幅超过5%个股约

230家，跌幅超过5%个股仅有
4家。

结合盘面表现以及资金
流向来看，两市板块个股开始
有明显的分化。随着节后大
盘连续上涨，创业板充当领涨
先锋，不少题材热点纷纷回
暖，多数个股已累积较大涨
幅，短线资金也积累了一定的
获利盘，而当前国内外金融环
境并不支持指数或个股的连
续上行，加上沪指又运行至前
期低点的压力区域。因此，主
力资金有较强的调仓换股需
求。后市投资者也应顺势而

为，对近期反弹幅度较大品种
应暂时予以回避，待回调后再
逢低介入。短期内可关注供
给侧改革给低价中字头、国字
号品种带来的投资机会。

从技术上来看，随着沪指
收出三连阳，短期均线呈现多
头排列现象，加上下月初两会
窗口的临近，短期内反弹行情
或将延续，但是中长期来看，
上方中期均线仍是空头排
列。因此，两会行情或为反弹
而非反转，后期大盘或将维持
箱体振荡运行，投资者应注意
3000点箱顶压力。民生证券

阳光电源 300274 -0.60% 21.68 周三MACD金叉，短期或继续反弹。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悦达投资 1.09% 8.33 周三收小阳线，短线或继续上攻。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天龙光电 300029 0.81% 11.14 周三收小阳线，观察能否放量突破。

600805

周三收长上影，短线或围绕20日均线振荡。营口港 600317 1.72% 3.54

停牌。郑煤机 601717 0 7.52

惠而浦 600983 1.60% 10.18 周三收阳线，短线或继续振荡上行。

43.58爱普股份 周三振荡上扬，站上5日均线，继续关注。603020 2.28%

周三窄幅振荡，短线或有反弹，但空间有限。贵州茅台 600519 -0.79% 202.30

周三豫股指数早盘低
开后窄幅波动，午后振荡反
弹，收盘于8673.07点，上涨
0.89%，成交金额152.17亿
元，较上日成交继续放量。
73家豫股上市公司中，5家
停牌，4 家平盘，51 家上
涨。其中林州重机、西泵股
份等5只个股涨停，智度投
资、通达股份等个股也涨幅
居前，涨幅均在7%以上，其
余红盘个股涨幅较小；佰利
联、隆华节能等个股跌幅居
前。

从盘面上看，豫股指数
经过连续3日上涨后，短线
形态进一步修复，5日、10
日均线形成金叉，并且突破
20日均线，并有望向30日
均线发起冲击。

大盘方面，在周二大涨
3%后，周三强势振荡，沪指
最终收涨1.08%，日K线连
拉三根阳线，成交量继续放
大，行业继续全线上涨。春
节之后的A股表现强势，三
大指数连续两日一致性放
量上涨，并且量价配合较
好，暂时来看市场仍有上涨
空间。

在豫股投资机会上，建
议适度参与反弹，操作方法
上可以利用盘中波动滚动
操作，但不追涨也不追加仓
位，以免后市被动。投资标
的可以选择前期跌幅较大，
近两日明显放量的小盘股
操作。

中原证券

豫股连收三阳

东阿阿胶 周三振荡回升，七连阳后仍有反复。1.18%000423 47.15

证券新闻版评论文章及数据仅供参考，使用前请核实，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国睿科技（600562）：
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
10.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5%，净利润1.87亿元，
同比增长 28%，每股收益
为 0.73 元，基本符合预
期。同时公司拟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分配现金红利
2.18 元(含税)并送红股 8
股。

公司成功实现由装备
供应商向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商转变。雷达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24%，同时产品
结构提升带来毛利率提
升。

2015年公司轨交业务
进入结算高峰期，未来将
正凭借多年在地铁项目上
的深厚技术和经验积累，
过硬的技术产品，以及极
强的市场拓展能力，逐步
实现从江苏到全国以及从
地铁到有轨电车领域的两
个跨越。随着军用雷达需
求增加及 4G、5G 技术发
展，微波器件业务将保持
稳定增长。

投资建议：我们预计
公司未来三年每年净利润
增速保持在35%左右，成
长性突出，给予买入评
级。 安信证券

国睿科技
成长性突出

春节期间，全球股市普遍
大幅下跌，美元指数下跌，由
于对全球经济的担忧，大宗商
品普遍下跌。黄金的避险功
能得到追捧，国际黄金价格大
幅上涨。国际现货黄金价格
从 2015年 12月的底部至今
已上涨约20%。同期，国际白
银现货价格上涨约16%。

黄金在2016年配置价值
上升。

金价从 2012 年 1900 美
元/盎司高位回落至去年底接
近 1000美元/盎司。我们认
为在2016年黄金配置价值重
新上升：1.美元加息靴子落地，
前期金价充分反应，再次加息

时间推迟。2.生产成本提供支
撑,矿产金2015年四季度已
经呈现负增长。3.多国货币进
入负利率，黄金作为硬通货得
到追捧。4.央行持续净买入黄
金，亚洲国家外储多样化仍有
很大购金潜力。5.朝鲜核试验
等地缘政治问题，避险需求。
6.资产组合角度，黄金与其他
资产相关性低，有效分散风
险。7.国内人民币贬值压力仍
在，人民币计价黄金价格上涨
动力更强，提升黄金保值需
求。

黄金需求坚挺,而低价影
响供应。

2015 年全年黄金需求

4212 吨，与上年基本持平。
尽管开年面临诸多挑战，但黄
金需求在下半年回暖。亮点
是：各国央行持续购金，中国
和印度下半年强劲的市场需
求。此外，ETF抛金力度减
缓。2015年黄金供应量同比
下降4%，再生金产量屡创多
年新低，金矿产量增长幅度跌
落至2008年来新低，2015年
四季度金矿产量出现自2008
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

推荐黄金板块：
全球最大黄金矿山企业

BarrickGold 股价较 2015 年
底已经上涨66%，国内黄金矿
山股相对滞涨，股价比2015

年底还低。我们看好2016年
黄金的配置价值，认为金价上
涨带来的投资机会将是板块
性质的。

个股关注：
从市值/产量比来看，业

绩对金价弹性较高的是恒邦
股份、中金黄金、山东黄金等；
市值小、估值低的赤峰黄金(实
际控制人在目前股价位置有
大量增持)；流通盘小、股性活
跃的西部黄金等。

风险提示：
美国经济持续稳健复苏，

下一次加息时间提前来到；金
价上涨，矿山重新进入扩产模
式。 国都证券

负利率时代 黄金成为保值避风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