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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急刹车 两市超200股跌停

具体来看，7月16日盛运退、神雾退、宁波
东力、
兄弟科技、雅本化学、兰石重装等超200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历经一段时间的强势上攻，A股三大股指7月16日急速
股跌停，逾3600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涨跌幅
涨跌幅
“刹车”，并大幅回吐前期涨幅。上证综指7月16日大幅收跌
当日仅222股收涨。在7月16日的市场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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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创板个股也引发了市场极大关注，沪
4.5%，盘中跌破3300点，并直逼3200点；深证成指大跌5.37%；
报收点数
报收点数
硅产业、云涌科技、君实生物、佰仁医疗、特
创业板指盘中则一度跌超6%，最终收跌5.93%。在7月16日
宝生物、聚辰股份6只科创板股票跌幅超15%；
3210.1
12996.34
的市场行情中，贵州茅台（600519）成为了市场关注焦点，并
心脉医疗、奥福环保、恒誉环保、杭可科技、中
涨跌幅
报收点数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在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平台《学习小
微公司、华润微等逾30只科创板个股跌幅在
●创业板指 -5.93% 2646.26
10%-15%之间。
组》的点名下，公司股价当日大幅重挫7.9%，单日市值蒸发
沪硅产业成为了7月16日跌幅最大的科
超1700亿元。贵州茅台大跌的同时，也引发整个白酒板块下
创板个股，当日收跌17.3%。
挫，当日领跌两市，舍得酒业等13股更是跌停收盘。
对于7月16日的市场行情，方正证券认
7月16日A股三大股指表现一览
为，初步判断为牛市中的调整，不改牛市基
调，目前的调整是前期急速上涨后的一波正
交量方面，中芯国际、东方财富、贵州茅台、中
贵州茅台大跌之下，整个白酒板块跟跌，尤 常下跌，不必过于担心，而真正的终结信号
信证券、五粮液、中国平安6股成交额均超百
其7月16日午后，板块内个股跌幅不断扩大，截 或者杀死牛市的因素是明确的信用收缩或
沪指重挫4.5%
白酒板块领跌两市
亿元，分别为480亿元、170亿元、169亿元、163
至当日收盘，舍得酒业、洋河股份、水井坊、山 者经济周期触顶回落，目前都还不具备，货币
7月16日，A股全天呈现弱市行情，当日午 亿元、148亿元、105亿元。
在7月16日的大跌行情中，行业内板块悉 西汾酒等13股跌停，顺鑫农业、今世缘两股跌 信用收缩需要经济增长回到正常水平，上半
年经济增速依然为负，单季度经济增速距离
后，三大股指加速下跌，截至7月16日收盘，上
数翻绿收跌，
其中白酒板块领跌两市，跌幅达 超9%，青青稞酒、伊力特两股跌超8%。
Wind显示，7月16日北向资金合计净流
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收跌4.5%、 出69.2亿元，其中沪股通流出23.71亿元，深股 9.69%，金种子酒、舍得酒业、老白干酒等13股
经Wind统计，7月16日一个交易日18只白 疫情前水平仍有距离。
另外，方正证券指出，历史上牛市中的调
5.37%、5.93%。
跌停，贵州茅台大跌7.9%。
通流出45.49亿元。
酒个股总市值蒸发超3600亿元，其中仅贵州茅
整较为剧烈，多为布局机会，从历史上来看，
交易行情显示，7月16日开盘，A股三大
7月16日，贵州茅台的市场行情引发了市 台一股单日市值蒸发就超1700亿元。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股指涨跌不一，其中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分别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 访 时 表 示 ，综 合 场极大关注，交易行情显示，贵州茅台7月16日
实际上，在此轮大盘上攻期间，白酒板块 牛市中情绪推动的成分较大，因此调整大多
低开0.15%、0.02%，创业板指高开0.06%。开 来看，影响7月16日市场下跌的因素包括 低开1.29%，开盘后公司股价直线下挫，盘中一 表现远超其他板块，板块指数一路上涨，贵州 都较为剧烈，如2007年5月底、2009年8月、2015
盘后，三大股指均呈现弱势震荡走势，7月16 几个方面，一是此前指数快速拉升，积累 度跌超5%，随后公司股价经历一番调整，截至 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多股股价屡创新高。 年1月底和2019年3月初，市场大多在1-2周
日午后，三大股指开始加速下跌，其中上证综 了大量获利盘，市场出现调整信号就会引 当日午间收盘，贵州茅台收跌4.86%。午后开 以贵州茅台为例，东方财富数据显示，公司股 时间调整超过5%。
牛牛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刘迪寰亦看好后
指跌破3300点，盘中最低达3209.73点，险破 发很多抛盘；二是部分机构减持及政策信 盘，贵州茅台跌幅进一步扩大，盘中最高跌幅 价在7月13日盘中曾达到1787元/ 股的高点，
市行情，
刘迪寰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7月16日
3200点，创业板指盘中一度跌超6%。截至当 号引起投资者担忧；三是外资近期持续流 超8%，最低触及1606元/ 股。截至7月16日收 直逼1800元，经统计，7月1日-15日贵州茅台
市场成交额仍在1.5万亿元之上，市场流动性
日收盘，上证综指收跌4.5%，报收3210.1点； 出，获利了结；四是当日白马股板块集体 盘，贵州茅台跌幅达7.9%，收于1614元/ 股，公 区间累计涨幅达19.8%。
深证成指收跌5.37%，报收12996.34点，失守 杀跌。“ 从7月1日开始的这轮快牛行情，大 司总市值2.03万亿元。
在18只白酒股中，仅青青稞酒一股发布了 仍然充足，另外，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推
13000点大关；创业板指收跌5.93%，报收 盘在短短的10个交易日左右上涨了500
消息面上，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平台《学 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公司预计在今年上半年 进，今年精选层、创业板注册制的推出让券
2646.26点。
点，券商、科技、白酒板块 也 出 现 快 速 攀 习小组》7月15日晚间发表文章《变味的茅台 谁 实现归属净利润亏损3300万-3700万元，同比 商投行业务增量较大，市场成交的好转，券商
板块估值无忧。“从总体看，A股市场已经启动
据了解，上证指数、创业板指均创逾5个 升，累积大量的获利盘。但近日由于多空 在买单？》，文中指出，酒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 由盈转亏。
了牛市的格局，短期大跌其实并不会改变中
月来最大单日跌幅。
分歧加大，涨幅较大板块和个股的跌幅也 炒的，更不是用来“腐”的，无论是贵州茅台、西
期的趋势，
当前重要的是抓住市场的好股票，
成交量方面，7月16日沪市成交额达 比较明显，如科技、券商等板块出现了较 藏虫草、新疆和田玉，还是其他名贵的特产，都
两市逾3600股收跌
而这轮市场调整也为前期踏空的投资者提供
6794.68亿元，深市成交额达8266.81亿元，经 大幅度调整，特别是股价波动性较大的科 要让商品价值回归市场。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7月16日两市逾3600 了一个上车的机会。”杨德龙补充道。
计算，两市合计成交额超1.5万亿元，也系两市 技股，在这一轮调整中跌幅明显。”杨德龙 报记者致电贵州茅台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股收跌，超200股跌停，市场哀嚎一片。
连续第9个交易日成交额破1.5万亿元。个股成 如是说。
方工作人员表示“一切以公司公告为准”。

A股的芯片期待 中芯国际首秀涨逾两倍
芯片制造巨头中芯国际（688981）A股首
秀备受瞩目。7月16日，科创板上市首日，中芯
国际以大涨202%收盘，全天成交金额超过
479亿元，成为当日二级市场上耀眼的主角。
值得一提的是，回A首日大涨超2倍的同时，中
芯国际H股却出现盘中跳水、大跌超25%的情
况。两相比较，无疑形成鲜明对比。而随着
中芯国际A股上市，成为中国半导体板块
“A+H”第一股，满载市场对其未来发展希冀
的同时，市场竞争激烈等无疑也是中芯国际
需要面临的挑战。

示，中芯国际宣布回A后，中芯国际H股在6月
12日-7月6日共计15个交易日内股价翻倍。

风险有一定认识，理性参与投资。
机遇与挑战

新股首日成交额历史第二

根据ICInsights公布的2018年纯晶圆代
中芯国际A股上市首日大涨超2倍的同 工行业全球市场销售额排名，中芯国际位居
时，全天成交金额近480亿元的吸金效应亦尤 全球第四位，在中国内地企业中排名第一。中
为受到市场关注。
芯国际在行业内的地位可见一斑。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即表示，中
从数据来看，中芯国际A股7月16日开盘
之后5分钟之内，成交金额达144亿元，半小时 芯国际作为产业龙头，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
吸金超262亿元，截至上午收盘，中芯国际成 乃至科技圈，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产业链
交金额达到383亿元，换手率42.12%，吸金效 需要自主可控的大背景下，中芯国际承载着
应显著。
重大科技创新的希望。
“
冰火”两重天
何南野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成交额短
对于当前的形势，张孝荣称，现在正是发
中芯国际的A股首秀以大涨202%结束。 时间突破300亿元说明了两点，一是资金分歧 展国产芯片的绝佳战略期。中芯国际作为国
然而，“快乐”似乎只是A股的，早已在港股上 较大，既有极度看好的投资者，也有巨额卖出 内代工龙头，具备串联及带动封测、芯片设计
市的中芯国际7月16日却盘中一度出现跳水， 的投资者，导致中芯国际股票换手率极高。二 等整个产业链的潜力。“ 根据国家基金规划，
是说明中芯国际确实是IPO巨无霸，对A股其 投资方向将重点放在刻蚀机、薄膜设备、测试
截至收盘跌超25%。
创造了最快过会纪录的中芯国际最终迎 他板块虹吸效应明显。
设备和清洗设备等芯片制造及上游设备领
来了7月16日的A股上市之日。上市首日，中芯
整体来看，中芯国际A股上市首日全天成 域。这些领域，也正是中芯国际的上下游企
国际以95元/ 股开盘，高开246%。之后，公司股 交金额达到479.67亿元，居于两市个股当日成 业。”张孝荣如是说。
价呈现小幅震荡状态。截至当日收盘，公司股 交额首位，占当天科创板所有股票成交额近50%。
在业内人士看来，存在机遇的同时，中芯
价报82.92元/ 股，上涨202%，上涨幅度远远高 根据Wind，中芯国际A股上市的第一个交易 国际无疑也面临着挑战。张孝荣称，中芯国际
于科创板公司上市首日平均涨幅162.57%。
日成交额居于A股股票上市首日成交金额的 的体量，大约是台积电的1/10，两者相比差距
券商投行从业人士何南野在接受北京商 第二位，仅次于2007年上市的中国石油。
较大。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芯片产业发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芯国际属于关键战略级
股价飙涨的同时，中芯国际的市值也水 展经验来看，“集中资源办大事”是推动芯片
的公司，对芯片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影响至 涨船高。数据显示，中芯国际盘中总市值一度 产业快速发展的经验。
关重要，因此上市前，市场喜欢将中芯国际与 突破6000亿元。截至7月16日收盘，中芯国际
“短期内顶住盈利压力，长期应咬牙进行
2万亿元市值的台积电进行比较。
总市值达到5918亿元，相较于发行市值1959.55 投入。”对于中芯国际，张孝荣如是表示。
股价大涨无疑让中签投资者收益颇丰。中 亿元，中芯国际单日市值暴涨3958.45亿元。近
数据显示，由于先进和成熟工艺生产
芯国际发行价为27.46元/股，以A股上市首日收 6000亿元的市值也让中芯国际一举拿下科创 线的扩产尚未体现规模效应，中芯国际面
盘价计算，投资者中一签可获利2.77万元。
板“市值一哥”的席位。
临较高的折旧压力，且研发投入不断增大，
值得一提的是，与A股上市首日暴涨不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中芯国际登 使得公司2018年、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同，中芯国际H股在7月16日却出现盘中跳水 陆科创板开启了中国半导体产业价值重估的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
遭受大挫的情况。从交易行情来看，自开盘上 大门。在资本助力下，国内半导体产业将有望 分别为-61685.35万元、-52209.54万元。中芯
涨2%后，中芯国际H股一路走低，出现跳水。 实现产能规模释放、获得高速发展。不过，二 国际在公告中也直言，公司存在晶圆代工市
截至当日收盘，中芯国际H股报收28.75元/ 股， 级市场投资者同时也应注意，近阶段A股过快 场竞争激烈，公司与行业龙头相比技术差距
大跌25.23%。
上涨累积了较大获利盘，其中涨幅较大的半 较大、目前市场占有率较低等风险。
在何南野看来，7月16日H股中芯国际股 导体科技类板块也累积了一定风险，因此市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中芯国际
价走势更多表现为利好兑现后的股价大幅回 场和板块阶段性震荡回调十分正常。预计后 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对方未进行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调，带有恐慌性抛售的性质。东方财富数据显 期板块和个股将出现一定分化，投资者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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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中报预告“见光死”
周科竞

中报业绩预告持续出炉，个股走

调整结束，重新开启主升浪的时候，再

势也不尽相同，超预期的业绩预告

选择年报预期较好的个股进行配置，

受到追捧，预期之中的高增长则出

毕竟到时候炒作年报预期可能安全边

现“见 光 死 ” 的 情 形 ， 投 资 者 要 注 意

际更高一些。

相关风险。

现在股市规模大了， 即使长期

中报业绩预告期间，肯定会有业

走牛，业绩不佳的公司表现也会逊

绩大幅增长的题材，相关公司的股价

于股指，价值投资将是未来投资者

往往也会随着投 资 者 的 追 捧 而 不断

能够稳健获利的唯一法门，而规避

走高。不过，一旦业绩公布，主力资金

中报风险，正是价值投资者应该做

很可能会借利好出逃，追高的投资者

的必要选择。

将会被套牢。

当然，现在处于中报公布的初

例如医药股，上半年的业绩肯定

期，很多好公司的业绩还是会比较亮

是顶呱呱，但是股价也同样涨幅巨

丽，随着时间的推移，可 能 会 有 部 分

大，那么如果上市公司公布了一个

垃圾股的中报业绩出炉，考虑到二季

预期之中的好业绩，其股价很可能

度和上半年的 一 些 数 据 并 不 乐 观 ，

不会上涨，相反还会大幅下跌 ，这 不

投 资 者 可 以 预 期 ，部 分 上 市 公 司 中

是说投资者认为它的业绩不好，而

期报告可能会不尽人意，这 就 是 说 ，

是投资者认为公 司 的 股价已 经 高 到

相关标的公司的中报可能存在“见光

足以反映公司好业绩的程度。投资

死”的风险。

者担心的是，如果未来的新预期不

到了8月，风险的主要来源将是“爆

能出现更大幅度的业绩增长，那么

雷”，3000多家上市公司中，一定会有

高股价可能会存在压力，这就 是“见

极个别的公司业绩出现大幅下滑，但

光死”的逻辑。

是投资者也不要对“爆 雷 股”完全 摒

个股行情能否延续，主要看题

弃，如果其中有业绩下滑确实是因为疫

材能否延续，尤其是目前大盘进入

情影响，而等到疫情过后业绩确实能够

了调整之中，主力资金操作股票的

回升的上市公司，投资者不妨逢低关

手法也会有所收敛， 如此市况下，

注，毕竟疫情总是暂时的，总有过去的

每一个没有后续利好的中期报告

一天，到时候好公司还是会给投资者

都要当作利空对待。除非上市公司

带来丰厚回报的。

业绩好到超出预期，并足以用投资

当然，现在因为疫情而受益的上

价值支撑股价，否则投资者还是应

市公司也要区别对待，就比如医药股，

该见好就收。

随着疫情的结束，势必会出现销售和

总体来看， 现在投资者的主要任

利润的双下滑，但是那些远程办公类

务就是避险， 投资者对于尚未公布中

的高科技公司，消费者在习惯使用之

报业绩预告的持股也要多加小心，如

后，将有可能会持续使用，它 们 的 利

果认为它公布超预期好业绩的概率是

好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而不会出

未知数，最好还是先行撤离，等待股指

现快速的退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