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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证观点
5 月 30 日讯，沪指尾盘快速跳水大跌 2.5%，近 200
只个股跌停，股指创 1 年新低，创业板指大跌近 3%。
受到中美贸易局势紧张的影响，今日沪深两市股指集
体大幅低开，随后两市在低位徘徊震荡。沪指直接低
开击穿 3100 点，盘中下探 3050 点附近的支撑。多个
板块尝试拉升反弹，但并没有形成合力，以致市场依
旧弱势。
其它市场方面，日经 225 指数收盘下跌 1.52%，收报
22018.52 点;韩国 KOSPI 指数收盘下跌 1.68%，收报
2415.93 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下跌 1.30%，收报
10821.17 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 1.53%。
对于后市大盘走向，机构纷纷发表看法。
国泰君安：不确定因素消化期，以震荡为主

每日沪港通额度变化图

站在当前时点，由市场情绪修复带动的风险缓和窗口
或已经步入尾声，市场将以震荡反复为主。在这种态
势下，市场风险偏好不同主体之间的行为将出现显著
分化——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者将不确定因素更多
地理解为短期扰动，交易行为更为激进，而风险偏好
沪港通额度统计表
较低的投资者则非常重视不确定因素对市场的影响，
交易行为明显倾向于防御。
国金策略：市场震荡中反复夯实底部区间

大盘资金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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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A 股前期的大幅调整，当前 A 股整体估值 PE(TTM)
由 21.53 回落至 18.05 倍，分主要股指来看，上证 50、
沪深 300、中小板、创业板指估值(TTM)分别为 10.37
倍、12.84 倍、30.16 倍以及 43.83 倍，均基本落在
历史估值中位数水平或历史中位数略偏低的估值水
平。从估值的角度来讲，当前点位 A 股的整体估值已
回落至相对合理的水平。
5 月 30 日讯，沪指尾盘快速跳水大跌 2.5%，近 200
1
只个股跌停，股指创 1 年新低，创业板指大跌近
3%。
受到中美贸易局势紧张的影响，今日沪深两市股指集

股指期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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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资金流向

名称

涨跌%

收盘

上证 1805

-2.28

2569

上证 1806

-2.24

2588.4

沪深 1805

-2.52

3669

沪深 1806

-2.44

3699.2

沪深指数

-2.43

3690.2

地产、中国宝安、金地集团、小商品
当天交易板块中，贵金属、酿酒行业、工艺商

沪深下月

-2.52

3669

沪深下季

-2.36

3660

品等涨幅居前，通讯行业、树胶制品、电信运营等
城、合肥城建。
跌幅居前。

沪深隔季

-2.21

3650

今日资金净流入较大的板块：医疗行业、食品
饮料、贵金属、文教休闲、纺织服装等。

房地产，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
今日资金净流出较大的板块：医药制造、电子
福星股份、鑫茂科技、万
科 A、保利
元件、有色金属、化工行业、通讯行业等。

个股资金流向
航天军工，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
净流入板块及个股：

华东科技、西仪股份、航天晨光、洪
医疗行业，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华药明康德、
房地产，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福
都航空、西飞国际、中兵光电、航天
鱼跃医疗等。
食品饮料，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伊利股份、
星股份、鑫茂科技、万
科 A、保利地
长峰。
双汇发展等。
贵金属，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西部黄金、赤
产、中国宝安、金地集团、小商品城、

中国 CPI 走势图

峰黄金等。
文教休闲，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创源文化、
合肥城建。
机械，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经
星辉娱乐等。
纺织服装，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水星家纺、
纬纺机、西仪股份、中联重科、标准
罗莱生活等。

航天军工，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
股份、柳工。
净流出板块及个股：
华东科技、西仪股份、航天晨光、洪都
医药制造，净流出较大的个股有：东华制药、
航空、
西飞国际、中兵光电、航天长峰。
化工化纤，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
德展健康等。
电子元件，净流出较大的个股有：晓程科技、

中国 PMI 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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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化股份、三爱富、青岛碱业、亿利
雷曼股份等。
有色金属，净流出较大的个股有：五矿稀土、
机械，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经纬
能源、中纺投资、氯碱化工、青岛金
翔鹭钨业等。
化工行业，净流出较大的个股有：集泰股份、
纺机、
西仪股份、中联重科、标准股份、
王。
蓝晓科技等。
通讯行业，净流出较大的个股有:华星创业、索
柳工。
菱股份等。

有色金属，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
2
化工化纤，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
株冶集团、金钼股份、紫金矿业、江
巨化股份、三爱富、青岛碱业、亿利能
西铜业、铜陵有色、广晟有色、锡业

研报精选
首只创业板独角兽来电：宁德时代今日开启网上申购

房地
产，净流入

文/腾讯科技

5 月 30 日，宁德时代将进行网上申购。《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将为你梳理这首
较大的个
只创业板独角兽的亮点。

股有：福星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新能源行业的龙头企业，宁德时代的上市有望提升整
个行业的热度。还有一些相关公司将与“宁”共舞。

股份、鑫茂

全球动力电池企业销售第一
科技、万
5科
月 29
日凌晨，宁德时代发布的 IPO 招股书显示，每股发行价格为 25.14 元，
A、保利
将在 5 月 30 日发行（申购代码 300750），发行股数约 2.17 亿股，预计募集资
金总额
地产、
54.6
中国
亿元。据公司引用 GGII 统计的数据，公司是 2017 年全球动力电池
企业销售排行榜第一名，超过比亚迪。

宝安、金地

华创证券分析称，宁德时代从 2015 年全球出货量排名第五到 2017 年连续超越比

集团、小商
亚迪和松下，展示了一个快速成长的国内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此外，进入
2018
年以来，行业领先地位依然保持，当然这背后还有国内 A 级以上主流新能源乘用
品城、合肥
车车型的占有率的先发优势。
城建。

另据公告，今年一季度，宁德时代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达到 37.1 亿元和 4.13
亿元，而去年同期分别为 14.15 亿元和亏损 1169 万元。
首发募资规模为创业板新高
航天
宁德时代公告称，本次发行数量总计约
2.17 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其
军工，净流
中网上发行 6517.3 万股，网上发行申购上限为 6.5 万股，这意味着顶格申购宁
入较大的 20 个交易日持有不低于 65 万元的深市市值。另外，根据发行价格
德时代需要近
为 25.14 元/股计算，预计募集资金总额达到 54.6 亿元，募集资金净额达 53.52
个股有：华
亿元，这相比其在申报阶段预期募资的 131 亿元，缩水近六成。

东科技、西

不过尽管如此，宁德时代还是轻松拿下了创业板有史以来首发募资规模新高，此
前最高的是碧水源的
25.53 亿元。当然，宁德时代的首发募资规模不仅在创业板
仪股份、航
公司中独占鳌头，在所有 A 股中，宁德时代也能排在前列，居于第 59 位。

天晨光、洪
都航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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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国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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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之道
防止被套牢的八大口诀

房地

文/首证研究院

股票被套，是说本来股民预测股票会上涨，而当买进股票后，股价却“变脸”下

产，
净流入
跌，此时股民就处于一种亏损的状态，即被套。炒股就怕被套，而要想解套，还
真不是件易事。我们无法预料是否会被套，但我们可以防备被套。记住炒股防被
较大的个
套 8 口诀，能帮助你有效避免被套。

股有：福星

股份、
鑫茂
口诀一：买股票请理性
科技、万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每位股民在购买任何一只股票时，

科 A、保利

都需要做好准备，了解清楚公司的业绩，股市的市场行情，涨幅情况，然后再结

地产、
中国
合自身的情况来理性选股，不可盲目买股，更不可跟风购买。
宝安、金地
口诀二：止损点入市时请设好

集团、小商

品城、
合肥
止损！止损！止损！虽说投资者们都知道止损的好处，但是往往很多人都难以做
到。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侥幸心理在作祟，总想再等一等，看一看；另外股价的波
城建。
动也让投资者犹豫不决。建议入市时，就要设好止损点，基本不会出现巨大的亏
损。

航天
口诀三：突然放量请留心
军工，
净流

入较大的

股价下跌不可怕，突然放量才更可怕。股票突然放量，股价也会上涨，但如果遇

个股有：
华
到是庄家正在出货，成交量放大，而此时散户却在拼命地买入，那你自己就要留
心了，或者赶紧卖出。
东科技、
西

仪股份、航

口诀四：中阴线请拒绝

天晨光、洪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都航空、
西

飞国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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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发现股市当天出现高开低走，有收中阴线的趋势，此时建议出货。因为一
旦出现中阴线，就可能引发中线持仓者由于恐慌便大量抛售股票。尤其是本来走
势不错的个股，跌幅在 7%以上，或振幅在 15%以上的中阴，就要警惕了。

口诀五：技术指标研究请误多

炒股，要学会研究技术指标，能帮助股民掌握股票的走势，并驾驭股票，一旦发
现行情不妙，立即出货。但是，技术指标的研究请误过多，建议专门研究一个技
术指标，吃透它。

口诀六：问题股请别碰

所谓问题股，就是股票中的那些是有问题的股票，比如说违规操作年报了，业绩
不好、内幕操作被暴光了、被套庄家众多等等。对于这类股票，请谨慎介入，随
时警惕。

口诀七：对任何股票请勿忠诚

股票大涨大跌，几乎很正常，没有不跌的股票，也没有不涨的股票。对于任何一
只股票不要过于忠诚，是致命伤，看到股票形势不好，请果断止损，果断出货。

口诀八，小道消息请别信

股市中，不要把传言和内幕小道消息作参考，更不可完全去相信所谓的专家，股
评家，期望经纪人等。股民应把握股市饿运行规律，立足于公司的内在价值，然
后再选择适合的买入价位，不做庄家的牺牲品，不被庄家任其收割。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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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智投”是首证投顾推出新时代投顾平台，牛股金
股天天送，投资课堂时时学，百名投顾各显神通，立刻
扫码下载开启您的财富升值之路。

免责声明

本报告是由北京首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机构注册编号：
ZX0013）研发部撰写，仅供北京首证的客户参考使用，我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
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研究报告中所引用信息均来自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
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报告信息已做最新变更，不保证投资顾问作出的任何建
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也不保证我公司或关联机构不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的公司
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
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发布本报告当日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
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相关要素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我公司可发出
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报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构成任
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作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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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任何人据此投资产生的盈亏后果我公司不承担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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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权仅为北京首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所有，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报
告，请勿将本报告转发给他人。未经书面授权刊载或者转发我公司研究报告的，
应立即撤除并停止侵害行为继续发生，拒不改正的我公司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如
授权刊登或转发，需注明出处为北京首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策略研究部以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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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报告不构成投资意见，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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