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小创”午后强势拉
升的带领下，28日大盘结束
跌势。其中水泥、有色、钢铁
等强周期股涨幅居前， 而银
行保险则跌幅居前。

上证综指以3311.23点
低开，尾盘翻红收报3333.66
点，涨幅为0.34%。深证成指
收报 11091.14点， 涨幅为
1.25%。“中小创”表现强劲，
午后强势拉升。 创业板指数
涨1.87%后， 以1793.87点报

收。 中小板指数收报7676.27
点，涨幅为1.63%。

当日沪深两市个股多数上
涨，有2942只交易品种上涨，仅
335只交易品种下跌。 不计算
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约40
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方面， 水泥、无
人零售、 智能音箱涨幅居前，
涨幅均超过4%；石化系、房屋
租赁、 银行保险跌幅居前，跌
幅超过1%。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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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东风日产携旗下全系车
型强势登陆广州车展， 发布i-动力
计划。据悉，东风日产i-动力计划致
力于燃油动力与电动动力的效率最
大化，使车辆更环保、更高效，并赋
予消费者更富激情的驾驶体验，是

打造“零排放” 社会的整体解决方
案。i-动力计划的发布，标志着东风
日产日产智行科技Nissan�Intelli-
gent�Mobility行动元年正式开启，
实现品牌由“年轻化”向“智能化”全
面进化。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
态，以节能环保、智能制造、生物医
药、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
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
拉动经济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重
要力量。近年来，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积极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要求，坚持以深化供
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深入实际，创
新谋划， 强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
持，助力实体经济打造新的增长点。

湘潭某电化企业成立于2000年
9月30日，是一家研究、开发、生产、
销售二氧化锰、电解金属锰、电池材
料企业， 也是国内电解二氧化锰行
业首家通过IS09002质量体系认证

的企业。为支持企业扩大规模，提高
核心竞争力，渤海银行长沙分行从行
业分析研究入手， 主动上门交流，深
入调研，为客户制定综合金融服务方
案，助力企业发展新能源电池材料产
业和环保产业为重点的“双轮”驱动
战略实施。 该行还依托营业网点，为
企业提供开户、结算、融资、理财、咨
询等一站式、系统化金融服务，持续
提升专业化服务效率。

未来，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将继
续加强金融产品创新， 重点支持湘
潭产业项目、园区发展、精美湘潭、
文化旅游四个板块， 加快推进湘潭
制造向中高端迈进。

■熊芳 潘显璇 经济信息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系列报道之四

资金回流绩优股 贵州茅台带动白酒股集体上涨

深调后反弹，白马股行情还能走多远

去年下半年以
来， 白马股逐渐成
为市场资金青睐的
对象， 涨了接近一
年，趋势基本确立。
与此同时， 市场的
投资风格也正随之
发生改变， 而这种
趋势一旦形成短期
内是很难改变的。

对此， 著名私
募但斌认为， 其实
中国A股真正面临
的依然是小股票高
溢价问题， 尽管始
于2015年的股灾已
即将进入第四个年
头， 但我们主板市
场的TTM市盈率还
有32倍， 创业板还
有55倍， 近千只股
票市盈率还在 100
倍， 而蓝筹股尽管
估值有些修复，但
无论是横向、 纵向
还是跨市场的国际
比较， 中国蓝筹企
业价值依然低估。

前海开源杨德
龙也表示， 白马股
行情没有结束，大
家不能失去信心，
大盘分化是2017年
市场的特征，“二八
分化” 在短期内很
难改变。 到明年，
“二八分化”可能有
所改变， 但是最多
到四六， 不会全面
上涨。 明年可能还
是结构性行情，仍
然是强势板块上
涨， 而一些绩差股
与题材股仍有可能
继续下跌。

大盘止跌回升“中小创”表现强劲

行情连线

同花顺白马股指数显
示， 近期累计跌幅已接近
7%， 多数白马股跌幅都在
10%左右。不过，目前白马指
数跌至2017年8月28日的跳
空缺口上方， 其支撑也非常
明显。 周一跌至该位置即获
得支撑，周二再出现反弹，说
明其支撑作用非常明显。

此外， 白马股也出现了
资金回流迹象。11月28日消
息，截至沪深股市收盘，沪港
通资金流向方面， 沪股通净
流入21亿，港股通（沪）净流
入暂为20.9亿。 深港通资金

流向方面， 深股通净流入13.7
亿， 港股通（深） 净流入暂为
7.96亿。

沪股通中资金流入最多为
贵州茅台，净流入1.91亿，其次
为海螺水泥、上海贝岭、洛阳钼
业、南钢股份。资金流出最多的
为中国联通，净流出4.08亿；其
次为中信证券，净流出3.4亿。

深股通中资金流入最多的
韶钢松山，净流入3.31亿，其次
为科大讯飞、国民技术、大富科
技、苏州固锝。资金流出最多的
为京东方A， 净流出2.47亿，其
次为平安银行，净流出1.97亿。

动态 白马股指数获支撑

此前涨幅巨大的蓝筹
股，都出现了普遍的下跌，一
些机构人士认为主要是跟近
期的金融监管持续发力、部
分机构兑现收益 、资金紧张
预期渐起 、解禁寒潮再度来
袭等因素有关， 针对白马股
的连续调整， 市场方面存在
很大的争议， 难道蓝筹行情
结束了吗？

中信证券认为， 市场对
其估值的担忧源自于短期情
绪变化， 近期市场连续调整
主要出于以下四大原因：

金融监管持续发力。资
管新规的推出，A股市场已
进行了一轮调整， 近日再度
传出暂停批设网络小贷牌
照、 银监会清理整顿小贷公
司等信息， 市场担忧情绪加
重。此外，监管层短期对主题
炒作抑制有所加强。

部分机构兑现收益。优质
白马股今年表现亮眼，大量以
白马股进行主要配置方向的
基金获得了丰厚回报。临近年

底，产品排名会成为机构投资者
越来越关注的因素。公募机构对
于抱团的白马股先于其他持仓
机构获利了结，可以在兑现收益
的同时给竞争者的净值带来压
力。部分业绩优异的基金会先发
制人，落袋为安。监管强化的预
期触发了这部分机构兑现收益
的行为。

资金紧张预期渐起。 十年
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继续缓慢攀
升，保持在4%附近。叠加年底
美联储加息预期、 商业银行
MPA考核等多重因素， 造成投
资者对市场流动性的担忧。

解禁寒潮再度来袭。 未来2
个月， 市场面临较大解禁压力。
2017年12月，两市A股限售股解
禁市值超2900亿元。2018年1月
将现解禁高峰，解禁市值达5700
亿元， 其中不乏一些大市值股
票。近期来看，减持公告层出不
穷，一些缺乏基本面支撑的股票
在解禁后必然会遭受巨大抛售
压力。随着解禁潮的临近，市场
对其担忧也在逐渐上升。

多因素导致白马股连续调整多因素导致白马股连续调整探因

看市

白马股行情
没有结束

车讯

以创新驱动为引领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日前，宝马集团BMW品牌携两
大子品牌M和i隆重亮相2017广州
车展，带来1款全球首发车型、2款中
国上市车型、3款中国首发车型。在
本次车展上，全新BMW�5系插电式
混合动力全球首发， 是首款配备自
主研发并生产的高压动力电池的国
产车型。中国首发的新BMW�i3采用

全新悬浮菜单界面的BMW�iDrive,�
BMW�Z4概念车采用了经典敞篷跑
车的设计理念。作为宝马产品攻势的
最新力作，创新BMW�6系GT正式在
中国上市。在圣诞和新年即将到来之
际， 宝马集团旗下品牌MINI专为中
国市场定制了新一代MINI�COUN-
TRMAN非常假日版。

日前， 东风启辰亮相广州车展，
隆重展出了“高品质智联SUV”全新
启辰T70和“高品质智联轿车”全新启
辰D60，以及“惊艳智领SUV”T90等
车型，并发布了全新的2018年行动计

划，东风启辰将以“高品质”、“智联”为
核心，持续提升产品、技术、造型、制造
和渠道等全价值链实力， 打造主流高
价值的中国品牌， 并正式揭晓全新启
辰T70的预售价格：9万-13万元。

东风日产启动i-动力计划

智联擘画东风启辰新蓝图

宝马多款重磅车型亮相广州

在经历上周大幅度回调之后，大家都在以为白马股要进入回调阶段，结束前期的牛市
行情，不过11月28日白马股出现了集体反弹走势。尤其是在贵州茅台的带领下，白酒股集
体上涨，其中贵州茅台更是大涨超过4%。

■记者 黄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