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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证观点

涨跌%

收盘

上证指数

1.78

3095.47

晚外围市场平静的话，明天沪指和创指或许还会弱反弹。尤其，明天 A

深证成指

1.88

10295.73

股正式被纳入 MSCI，为此今天 MSCI 成分股大涨。其中，涨家为 209

沪深 300

2.12

3802.38

家，一改昨天 206 家下跌的局面。接下来要看，明天的 MSCI 成分股的

创业板指

1.01

1743.74

命运，是继续涨，还是“见光死”。

中小板指

1.95

7097.42

上证 50

2.01

2658.29

沪深当月

1.8

3784

Ｂ股指数

-0.05

309.06

中证 100

2.35

3860.97

中证 500

1.26

5754.47

深证 100

2.41

4284.74

GC001

-23.97

5.25

5 月收官之日，沪指大涨，尽管只比 4 月的收盘价 3081 多了 14。若今

技术上，由于时间节点仍在安全期的原因，昨日放量大跌今日缩量反包，
技术上看似很强很强，其实都是短线机会，不要被安全期内的强势反弹
迷惑双眼。目前 A 股严重缺资金，整体上是低位震荡市，MSCI 和白马
股已多次被市场炒作，上涨动力有限，只有小市值的科技成长股在熊市
中能走独立的局部牛市，所以抄底中小市值的成长股为宜。
总体来看，今日快速反弹，有回补上方跳空缺口的意图（上证 50 已补），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量能却出现了萎缩的情况，很多个股破位之后无法
再回到前期高点，呈现重心逐渐下移的情形，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市
场持续走弱是不争的事实，短线反弹仍为逢高减仓的良机。因此在市场
弱势探底阶段，建议投资者继续严控仓位，以观望为主，耐心等待市场
真正企稳后的回补机会，切勿追涨杀跌，盲目跟风。
消息面上
1、商务部：中国保留对美国限制投资的做法采取应对行动的权利
商务部发言人称，中国不希望看到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中方有能力有经
验捍卫中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对投资的限制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中国

每日沪港通额度变化图

将评估美国对投资限制的影响，保留对美国限制投资的做法采取应对行

沪港通额度统计表

动的权利。中国将在 6 月 30 日前宣布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将在更多领
域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未来还将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商贸流
通等领域取消或放宽外资限制。
2、小米 7 月 16 日发行 CDR 及在港上市仅是预估方案之一
据接近小米 IPO 项目的知情中介人士透露，今晨媒体披露的小米 7 月
16 日发行 CDR，7 月 17 日在港上市的时间点并不确切，该时间点来自
大盘资金流向图

于监管机构及市场各方预估的数个时间点方案之一，最终方案尚未落
定，很大程度上将视 CDR 政策细化确认的进度而定;此外，该知情人士
还表示，小米在内地 CDR 的承销团并未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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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资金流向

名称

涨跌%

收盘

上证 1804

1.49

2621

上证 1806

1.54

2642

沪深 1804

1.77

3753.6

沪深 1806

1.8

3784

沪深指数

1.78

3773.3

地产、中国宝安、金地集团、小商品
当天交易板块中，工艺商品、食品饮料、商业

沪深下月

1.77

3753.6

沪深下季

1.69

3739.2

百货等涨幅居前，贵金属、高速公路、航天航空等
城、合肥城建。
跌幅居前。

沪深隔季

1.59

3726

今日资金净流入较大的板块：食品饮料、家电
行业、商业百货、酿酒行业、医疗行业等。

房地产，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
今日资金净流出较大的板块：电子元件、农牧
福星股份、鑫茂科技、万
科 A、保利
饲渔、有色金属、医药制造、电子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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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饮料，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伊利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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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飘飘等。
家电行业，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格力电器、
星股份、鑫茂科技、万
科 A、保利地
长峰。
美的集团等。
商业百货，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苏宁易购、
产、中国宝安、金地集团、小商品城、

中国 CPI 走势图

美凯龙等。
酿酒行业，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五粮液、酒
合肥城建。
机械，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经
鬼酒等。
医疗行业，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药明康德、
纬纺机、西仪股份、中联重科、标准
迦南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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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元件，净流出较大的个股有：威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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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讯精密等。
农牧饲渔，净流出较大的个股有：国联水产、

中国 PMI 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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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化股份、三爱富、青岛碱业、亿利
好想你等。
有色金属，净流出较大的个股有：中国铝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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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胜新材等。
医药制造，净流出较大的个股有：泰和健康、
纺机、
西仪股份、中联重科、标准股份、
王。
广济药业等。
电子信息，净流出较大的个股有：分众传媒、
柳工。
普路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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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7 月 1 日起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房地

文/中国政府网

产，净流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月 30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积极有效利
用外资的措施，推动扩大开放促进经济升级；决定较大范围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
较大的个
关税，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部署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给他们
更多帮扶和关爱。

股有：福星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营造更加公平、透明、便利的外商投资
股份、鑫茂
环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努力保持我国作为全球外商投资主要目的地地
位。会议确定：一是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已明确的取消或放宽汽车、船舶、飞机
科技、万
等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的承诺。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积极引入境外交
易者参与原油、铁矿石等期货交易，支持外资金融机构更多参与地方政府债券承
科 A、保利
销。二是对标国际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今年 7 月 1 日前要完成修订出台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工作。将清单内投资总额 10 亿美元以下的外资企业设立及变更，
地产、中国
下放至省级政府审批和管理。简化外国人才来华工作许可程序，在中国境内注册
企业选聘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才可在 2 个工作日内获发签证。三是保护外资合法权
宝安、金地
益。严打侵权假冒、侵犯商业秘密、商标恶意抢注等行为，大幅提高知识产权侵
权法定赔偿上限。四是强化国家级开发区利用外资重要平台作用，示范带动提高
集团、小商
利用外资水平。五要完善和用好信贷、用地、社保等支持政策，降低企业经营成
本。引导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和现代农业、生态建设、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品城、合肥
务业。

城建。

会议指出，进一步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有利于扩大开放、满足群众需求，
倒逼产品提质、产业升级。会议决定，从今年 7 月 1 日起，将服装鞋帽、厨房和
体育健身用品等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15.9%降至 7.1%；将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
器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20.5%降至 8%；将养殖类、捕捞类水产品和矿泉水等加工
航天
食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从 15.2%降至 6.9%；将洗涤用品和护肤、美发等化妆品及
部分医药健康类产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8.4%降至 2.9%。有关部门要落实降税
军工，净流
措施，防止中间环节加价获利，让广大消费者受惠，促进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

入较大的

为更好保障广大残疾儿童权益、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会议决定，建立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制度，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对符合条件的 0—6 岁视力、听力、言语、肢
个股有：华
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包括经济困难家庭、福利机构收养的残疾儿
童和残疾孤儿等，提供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和康复训练等救助。救助经费纳入县
东科技、西
级以上地方政府预算，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
救尽救。

仪股份、航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天晨光、洪
都航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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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国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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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之道
五种坚决不能碰的股票
文/首证研究院

房地
一、放天量过后的个股坚决不买。

产，净流入

放天量一般是市场主力开始逃离的信号。如果投资者确实对放天量的股票感兴趣，

较大的个

也应该等一等，看一看，可以在放天量当天的收盘价上画一条直线，如果以后的

股有：
福星
价格碰到这条线，倒是可以考虑买进的。
股份、
鑫茂
二、暴涨过的个股坚决不买。
如果个股行情像一根筷子，直冲上天，那表示庄家已经换筹走人，你再进去就会
科技、万
被套。暴涨是靠大资金推动的，当一只股票涨到了
300%甚至更高，原来的市场
科
A、保利
主力抽身跑掉时，新的市场主力不会很快形成，通常不大会有大买盘马上接手，
地产、
中国
短期内价格难以上涨。

宝安、金地

三、有大问题的个股坚决不买。

集团、小商

受管理层严肃处理的先不进去。问题股如果出现大幅上涨，则可以肯定地认为是

品城、合肥

机构在炒作。但是，这些股票或者面临监管，或者会出现资金链断裂，风险巨大，

城建。

跟进去容易完蛋，散户驾驭不了，不值得去冒险。
四、长期盘整的个股坚决不买。

航天
这样的股票一般是庄家已经撤庄，但还没有把筹码全部拿走。看个股要看连续的
走势，长期盘整上下不大的不能买入。
军工，
净流
五、利好公开的股票坚决不买。
入较大的
这是目前投资者最易走入的一个误区。业绩就算好得不能再好，全中国股民都能
个股有：
华
看到并全部买进，谁能赚钱呢.何况业绩是可以人造的。市场上有这样一句名言：

东科技、西

“谁都知道的好消息，绝对不是好消息;谁都知道的利空，绝对不是利空;利空出

仪股份、航

尽就是利好，利好放出可能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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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