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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盘：
2539.55
最高：
2554.79
最低：
2533.36
收盘：
2553.83
涨跌：
18.73点
成交：
1223.76亿元
上涨：
1085家
下跌：
341家
平盘：
69家

开盘：
7441.18
最高：
7490.17
最低：
7404.31
收盘：
7474.01
涨跌：
45.40点
成交：
1737.50元
上涨：
1581家
下跌：
501家
平盘：
89家

游资助推次新股称王 市场低迷信心不足

A 股震荡磨底 三维度挖掘潜力品种
本 周 最 后 一 个 交 易 日 ，一 扫 前 几 日 的 颓 势 ，三
大股指尾盘纷纷上扬，涨停 70 余只个股，近七成个
股翻红。风格上，国防军工、证券、5G 等板块如潮
涨潮落，脉冲式发力。看周五题材股表现，各路游
资唤醒了次新股这个沉默已久的板块，次新股掀起
涨停潮。
□ 杨晓春
对于后市大盘走向，湘财证券表示，本周市场整体
来说是一个典型的震荡整理的过程，各大指数整体向
上的空间在弱化，即便有惯性走高的机会，但沪指 2620
点压力很难逾越。需要特别关注东方通信这只 5G 龙
头个股的动向，东方通信已经连续两天回落，而周五沪
指上涨的主要动能来自银行和券商，这两个板块连续
暴涨的概率不大。5G 效应仍在延续，低位补涨品种表
现良好，但龙头东方通信回落的信号不得不引起注意，
沪指向上攻击的空间不大，对于暴涨过的品种需谨慎
再谨慎。

源达投顾表示，周五市场震荡收阳，但整体呈现高
位整体态势，可见 A 股上攻仍有阻力。两市大盘冲高
回落，但市场人气比较散乱，从市场形态来看，本轮上
涨较上一轮走势趋缓，预计力度也较弱，冲高幅度或低
于前一轮，冲高或再次遇阻。因此，热点参与方面，可
持续关注 5G 板块，投资确定性仍在，但谨慎追高，谨防
高位回调个股。
华讯投资认为，当前无论是指数还是大部分个股
都略显沉闷，特别是两市成交量依旧维持在一个较低
水平，这反映市场信心依旧不足。我们一方面建议投
资者对于当前这种磨底行情最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另一方面针对当前这个时间点，做好提前应对。目前
建议投资者静下心来，一方面远离基本面有瑕疵的个
股，比如年报预期不佳、存在商誉减值风险、大小非减
持压力，另一方面立足于中线，从成长确定、股价超跌
低估、产业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等三个维度来挖掘潜力
品种，这也应该是贯穿 2019 年的选股主线了。

证监会：
金亚科技涉嫌欺诈发行股票
移交公安追刑责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 1 月 11 日表示，2018 年证监
稽查 20 起典型案例。证监会调查发现，
金亚科技为了达
到发行上市条件，
通过虚构客户、虚构业务、
伪造合同、
虚
构回款等方式虚增收入和利润，
骗取首次公开发行（IPO）
核准，
涉嫌构成欺诈发行股票罪，证监会专门与公安机关
进行了会商，
决定将金亚科技及相关人员涉嫌欺诈发行等
犯罪问题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财

牛股提示

□ 公告速读
四维图新：
向上修正2018年业绩，
净利预增70%～100%。
柏堡龙：
控股股东拟减持不超过 8.34%的公司股份。
长园集团：拟减持泰永长征 6%股份。
西菱动力：万丰锦源拟减持 5.25%股份。
中富通：股东拟减持不超 4.69%股份。
迦南科技：控股股东拟减持不超 3%股份。
展鹏科技：股东拟减持不超 2.99%股份。
康普顿：路邦投资拟减持不超 2%股份。
正丹股份：股东拟减持不超 2%股份。
中国太保：太保寿险 2018 年保费收入超 2000 亿，
同比增 16%。
□第一财经

ST 长油连续跌停 重新上市不应带亏损“尾巴”

自从 2014 年 6 月 5 日因连续四年亏损而从上交所退
市之后，
历经 4 年零 7 个月的时间，
今年 1 月 8 日，
长航油运
又终于重新回到了 A 股市场，
成为 A 股市场重新上市第一
股。不过，
ST长油重新上市后的表现让持有该股票的投资
者感到失望。ST 长油 1 月 8 日重返 A 股，
恢复上市首日却
以股价大跌登场。随后三个交易日，ST 长油均封死跌
停。按照首日 4.31 元/股的开盘价，截至 1 月 11 日跌停板
价格2.83元/股，
四个交易日公司市值已蒸发74.34亿元。
那么，为什么 ST 长油重新上市首日的表现又差强
人意呢？出现这种走势并不令人奇怪。ST 长油 2014
年 6 月 5 日从 A 股市场退市，退市前一个交易日，其股价
定格在 0.83 元/股。三年后的 2017 年 2 月 28 日，ST 长
油暂停在老三板股票转让，停牌前股价为 4.31 元/股，较
退市前涨幅超过 4 倍。不仅如此，在 ST 长油停牌至恢
复上市这近两年间，无论是上证综指还是 ST 概念指数

分别大跌了 21.80%和 46.52%，所以，ST 长油重新上市
后出现补跌走势也是正常的。除此之外，ST 长油的重
新上市，其实仍然还是带着亏损上市。截至 2017 年底，
ST 长油未分配利润为-60 亿元；而截至 2018 年 3 季度，
该公司每股未分配利润为-1.15 元，这也意味着 ST 长油
在 2018 年 3 季度末的未分配利润仍然高达-58 亿元左
右。ST 长油表示，公司实现的利润将优先用于弥补以
前年度的亏损，直至公司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基于 ST 长油财务指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对于退
市公司重新上市的条件有必要重新审视。从 ST 长油的
情况来看，重新上市的条件至少存在两大不足。一是
ST 长油自 2016 年以来的扣非后净利润是持续下滑的，
而且下滑幅度并不小，这样的公司重新上市，不排除重
新上市后出现业绩变脸情况的出现。二是 ST 长油重新
上市仍然是带着亏损上市，虽然近 4 年 ST 长油是在持
续盈利，但其盈利并没有弥补完以前年度的亏损。这也
意味着买进 ST 长油股票的投资者在一个较长时间里很
难获得现金分红回报。
也正因如此，退市公司重新上市的条件有必要作进
一步的完善。既然是一种重新上市，那么其上市的条件
应该与 IPO 公司大致相同，这其中尤其是要注意 ST 长
油重新上市所暴露出来的两大问题，即近几年业绩持续
下滑的问题，以及未弥补完以前年度的亏损问题。尤其
是后者，实际上就是带着亏损上市，作为重新上市公司，
绝对不应该带着这种亏损的“尾巴”。
□ 皮海洲

泰永长征 上涨 9.99%
次新股迎来久违暴涨，该股放
量涨停，但存在“蹭热点”嫌疑。
鹏博士 上涨 10.07%
云计算板块异动拉升，该股率
先涨停，游资大举入驻。
晨鑫科技 上涨 10.14%
上海钜成将入主，
周五应声涨停，
股份转让引发关注，
关注消息变化。
永泰能源 上涨 10.13%
周五继续涨停，短线反弹仍可
期，予以关注。

异动股点评

熊猫金控：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全新好：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中国核电：2018 年净利预增 1.43%～5.83%。
*ST上普：
预计2018年业绩仍亏损，
可能被终止上市。
中颖电子：2018 年净利预增 21%～29%。
东富龙：2018 年净利预降 30%～50%。
穗恒运 A：2018 年净利预降 45%～65%。
佳士科技：2018 年度净利润预增 25%～40%。
艾比森：2018 年净利预增 122%～142%。
大庆华科：
向下修正业绩预告，
预亏200万～400万元。
中信银行：2018 年度净利 445 亿元，同比增 4.57%。

□ 名家看盘

□ 证券要闻

锦州港 下跌 9.16%
该股调头下挫，终结三连板，
龙虎榜显示游资快进快出。
科融环境 下跌 10.11%
一字跌停，公司人事动荡且资
金短缺，暂勿介入。
亚泰国际 下跌 7.30%
周五继续回调，二连板后遭遇
三连跌，换手率维持高位。
中昌数据 下跌 10.01%
该股继续回吐升幅，
调整将延续。

熊股警示

□ 龙虎榜揭秘

机构抛售盛达矿业 5137 万元
盘后数据显示，1 月 11 日龙虎榜中，共 4 只个股出
现了机构的身影，无股票呈现机构净买入，4 只个股全
部呈现机构净卖出。
□ 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