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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A

股三大股指昨日悉数高开

高走，最终均收出了中阳线。 截至

收盘，沪指上涨

1.91%

收于

2938

点，

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则分别上涨了

2.24%

和

2.28%

。 从个股表现看，两

市下跌个股不到

200

只， 而涨停个

股突破百只，赚钱效应再次凸显。

虽然昨日板块个股普涨，但由

于上方

2950

和

3050

都是阻力，而且

从成交量上看，昨日量能并未明显

放大，所以暂时无法作出“逆转”的

判断，仍然只能定义为反弹。 而反

弹就意味着行情将出现反复，同时

板块个股后市将面临分化，这对投

资者的选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选股之道，在于判别当下的趋

势， 进而作出相应的买卖抉择，这

也就是所谓的 “顺势而为”。 当然

这种趋势并不只是技术层面上的，

而是应该综合宏观面上的因素 。

就当下而言， 可以把握的几大方

向，一是全球贸易变局下带来的投

资机会，二是

A

股不断对外开放外

资进入

A

股市场带来的投资机会，

第三则是股价超跌而公司基本面

有支撑的个股投资机会。

对于全球贸易变局可能带来

的投资机会， 可以锁定三大板块，

一是高科技概念板块，二是农业板

块，三是航天航空板块。 在像芯片

一样的高科技制造领域，未来逐步

走向自主是大势所趋，而减少农产

品的进口，也利好农产品类相关企

业，这也是近期高科技概念板块和

农业板块领涨两市的主要原因。

对于

A

股不断对外开放带来

的投资机会，主要在于明晟指数扩

围以及下个月

A

股纳入富时罗素

指数 ， 势必会有外资机构布局

A

股。 此前，外资布局主要瞄准贵州

茅台、 中国平安等老蓝筹概念股，

随着创业板个股被纳入全球指数，

预计创业板中有业绩支撑同时符

合行业发展方向的个股，将会成为

外资重点关注的品种，所以投资者

也可以密切关注创业板相关个股

的投资机会。

除了上述两大确定性较强的

因素外，随着近期大盘调整 ，不少

在调整中大幅下挫的个股，又跌出

了投资机会。 本周以来，又有上市

公司开始发布回购公告 。 通常情

况下，公司启动回购，往往意味着

公司管理层认可公司的实际价值，

认为当前的股价已被低估，所以才

选择回购。不过鉴于此前“忽悠式”

回购的情况常见，所以在挑选这些

发布回购公告的个股时，需要更多

地研究其基本面情况，看其所属行

业是否具有发展前景，公司实际回

购的概率又有多大等几方面进行

综合考察。

周伯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陆续有

上市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 昨日，科陆

电子等超5家公司收到交易所的年报问

询函。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至

少已有257家公司的年报被交易所出具

了问询函或事后审核意见函。 从问询内

容看，违规担保详细情况、商誉减值合

理性、业绩大幅下滑原因是交易所关注

的重点；现金流异常、毛利润波动等核

心数据一旦出现异动，交易所也会进行

详细问询。 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年

报是投资者了解公司一个重要通道，根

据交易所的问询函，投资者要做好预期

管理。

三个因素成交易所关注重点

因年报被出具带强调事项的无保

留意见，昨日中午，科陆电子收到了深

交所的问询函。 此外，博迈科、胜利精

密、海联金汇也收到交易所下发的年报

问询函或年报事后审核问询函。 而此前

一日，兴齐眼科、*ST赫美、金贵银业、协

鑫集成等20家公司集体收到交易所出

具的年报问询函。 从问询函内容来看，

违规担保详细情况、 商誉减值合理性、

业绩大幅下滑原因等三个因素是交易

所关注的重点。

以科陆电子为例，深交所在问询函

中表示，公司年报的强调事项涉及全资

子公司百年金海对外担保及其他应收

款。 如截至去年底，百年金海已知对外

担保总额1.73亿元，其中涉诉金额1.01亿

元，为此判断预计负债3333.99万元。 深

交所要求说明计提3333.99万元预计负

债的依据、计算方法、计提的合理性及

充分性。

此外，营收与现金流变动“打架”、

现金流异常、毛利率波动较大、资本研

发骤增等核心数据的变动，也逃不出交

易所的法眼。 在科陆电子收到的问询函

中，深交所指出，科陆电子2018年度营业

收入、净利润下滑，而经营活动现金流

净额大幅增长。 为此，要求科陆电子结

合行业情况、主要产品销量、价格走势、

成本、毛利率等情况，说明数据出现矛

盾的原因。

在海联金汇的年报中，深交所则关

注到其细分业务板块毛利率下滑速度

较快。 年报显示，海联金汇去年归母净

利润同比下降67.81%。其中，其金融科技

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1.20亿元，毛利

率为53.81%， 较上年下降12.0 4个百分

点。 为此，深交所要求海联金汇结合业

务开展情况，说明金融科技服务业务毛

利率水平同比明显下降的原因及合理

性，说明与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

差异。

显示出监管层严监管态度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昨日，两市

至少已有257家上市公司去年年报被出

具问询函或等候审核意见函，目前该数

据仍在进一步增加。

Wind数据显示，去年同期年报被问

询的公司共有540家。 按照以往的惯例，

年报问询的时间一直持续到6月下旬甚

至7月中旬。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分析师杨德龙

表示，年报是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一个

重要通道，保持年报的客观性，独立性

是非常重要的，也显示出监管层严监管

的态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今年对

上市公司年报的监管更加严格，对一些

业内爆雷或者重大偏差的公司进行问

询，有利于投资者做好预期管理及纠正

上市公司的错误行为。

A股大涨 北向资金净流入9亿元

“人造肉”概念再遭炒作

顺势而为

257家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A股出

现大幅反弹。 昨日开盘，三大指数呈现高

开高走态势，截至收盘，沪指涨1.91%重

返2900点整数关口， 深成指和创业板指

均涨逾2%。白酒、食品饮料等大消费板块

受追捧，泸州老窖封涨停，洋河股份、五

粮液均涨逾7%。 题材股方面“人造肉”概

念表现强势，板块指数大涨6.05%领涨两

市。 近期连续大举流出的北向资金，也再

度回头净流入9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短

期指数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消息面的影

响，行情连续性并不明显。 而“人造肉”概

念虽然前景良好， 但仍需两到三年时间

才能冲破技术壁垒，短期企业效益有限。

市场又见百股涨停

三大指数齐齐飘红，A股又现百股涨

停。 盘面上，个股现普涨走势，剔除ST股

外，两市无一个股跌停。 而莱茵体育、向

日葵等103只个股涨停。 其中，白酒、食品

饮料等大消费板块受资金追捧， 超千亿

市值的泸州老窖，也迎来涨停。 龙虎榜数

据显示， 昨日泸州老窖的买卖前五席位

基本被机构占领。 其中，买一席位为深股

通，净买入7597.16万元，加上另外三个机

构专用席位及一游资席位， 泸州老窖合

计被买入2.82亿元。 相反，前五卖出

席位合计仅卖出3501.88万元。

此前大举撤出的北向资金又掉

头回流。 4月份以来，北上资金持续

撤出A股，26个有数据的交易日

中，19个交易日为净流出。 本周

二， 北向资金更是净流出109亿

元， 创下互联互通开通以来第

二高。不过，昨日北向资金净流

入9.07亿元。 其中沪股通净流入3.4亿元，

深股通净流入5.67亿元。就成交活跃前十

大个股看，海康威视、中国平安、格力电

器、招商银行等个股被北向资金净买入，

而贵州茅台、五粮液等个股被净卖出。

华鑫证券研报表示， 短期指数很大

程度上受制于消息层面的影响， 行情连

续性并不明显。 而对于风险偏好较低的

投资者来说，“等待” 依旧是最佳的操作

策略， 等待外围事件落地、4月宏观经济

数据的落地， 行情或才能再次迎来真正

回暖。 对于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者，短期

也不用悲观， 指数目前依旧处于技术性

修复期。

“人造肉”风口再吹暖风

受隔夜美股“人造肉” 公司Beyond

Meat再度走高提振，昨日A股“人造肉”概

念指数大涨6.05%，涨幅在两市概念板块

中领先，板块内农发种业、双塔食品、丰

乐 种 业 等

多 只 个 股

涨停，另外晨光生物等7只个股涨幅超过

5%。 记者梳理发现，自5月6日“人造肉”概

念横空出世，A股多只概念股数日连续出

现涨停。 截至昨日收盘，“人造肉”概念指

数大涨43.81%，概念龙头丰乐种业、双塔

食品均大涨80%以上。

不过，此前部分公司已经出来辟谣。

如丰乐种业前期披露公告称， 关注到资

本市场关于“人造肉”传闻引发对涉及豌

豆、大豆业务公司股票的关注。 但公司没

有豌豆种子业务，只有大豆种子业务，且

2018年度销售大豆种子22.57万公斤，收

入160.89万元， 占公司种子销售收入的

0.57%。 此外，济民制药、京粮控股等公司

也表示没有“人造肉”业务或产品。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向记者

表示，他个人十分看好“人造肉”的发展

空间。 由于“人造肉”可以规避很多食品

安全的问题，以及环境污染带来的问题，

叠加大健康的刚需，可以预判“人造肉”

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目前行业还

处于初级阶段，加上“人造肉”的壁垒较

大，尚属于小众品类，未来需要两到三年

突破这一技术壁垒。 此外，部分私募则直

言，“人造肉”只是题材炒作，切忌追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