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 今天，震裕科技、
楚天龙可申购，两者的中签缴款
日期均为 3月 11日（周四）16:
00 之前，另外，两者将在深市创
业板和中小板市场上市。截至目
前数据，本周沪深股市共有 11
只新股发行和申购。

天眼查数据显示，震裕科技
成立于1994年 10月，公司注册
资本 6981 万元人民币，法人代
表蒋震林。公司主要从事精密级
进冲压模具及下游精密结构件
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
产品包括：三列电机铁芯级进模
系列、多列电机铁芯级进模系列
等。
震裕科技 2020 年营业收入

119579.81 万 元，同比增长
59.54%，净利润 13264.04 万元，
同比增长 71.24%，每股收益
1.90 元。公司 2021 年一季报预
告业绩大幅上升，净利润 3500
万 -4500 万 元 ，同比增 长
5215.11%-6733.71%。

震 裕 科 技 申 购 代 码
300953，申购价格 28.77 元，网
上发行 593 万股，发行市盈率

35.69 倍；震裕科技网上单一账
户申购上限 5500 股，网上顶格
申购需配置深市市值 5.50 万
元。

天眼查数据显示，楚天龙成
立于 2002 年 10 月，公司注册
资本 38274 万元人民币，法人代
表苏晨。公司主要从事智能卡的
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公司产品包括：借记卡、信用卡、
金融社保卡、SIM卡、物联网卡、
交通卡、社保卡 / 银行卡自助制
领卡一体机等。

楚天龙 2020 年营业收入
102515.59 万 元，同比下降
13.28%，净利润 10417.81%，同
比下降 17.85%，每股收益 0.27
元。公司 2021 年 1季报预告业
绩大幅上升，净利润 1700 万
-2000 万元，同比增长 30.21%
-53.18%。

楚天龙申购代码 003040，
申购价格 4.62 元，网上发行
2352 万股，发行市盈率 22.99
倍；楚天龙网上单一账户申购上
限 23500 股，网上顶格申购需配
置深市市值 23.50 万元。

操盘工作室
本栏目

属于财经纪
实小说 ，如
有雷同 ，纯
属巧合。风 雨

春节过后， 大 A风云突变，
板块之间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节
前猛涨的基金重仓股白马蓝筹

一泻千里，基金重仓的 219 只股
票，牛年以来平均跌幅超 10%，市
值蒸发达 5 万亿 。 通策医疗
（600763）、通威股份（600438）跌
幅都很惨重， 牛年以来暴跌在
40%左右。 阳光电源（300274）、欧
普康视（300595）等跌幅也很大。
基金前 20大重仓股，牛年以来平
均跌超 18%，20 只股票市值缩水
超 2.5万亿，其中贵州茅台股价暴
跌 20.8%，市值跌去约 6800亿元。

与各类“茅”暴跌形成对比
的，是有 80%个股牛年以来呈现
上涨格局， 更有 3 只股价翻倍。
不少高风险的 ST 股票几乎天天
涨停。

“二级市场上， 美债收益率
还在延续攀升势头。对于接下来
的操作，我还是建议大家要规避
高估值、高涨幅个股。 沪深 300
指数已经创出历史高点，市场对
高估值板块的担忧，会加剧大盘
波动。从资金配置和相对价值来
说，有些低估值板块已经凸显配
置价值。不少中小市值个股开始
爬出泥淖，正在努力上行。 ”高智

说。他建议大家应该逢低多关注
顺周期板块、低估值金融、房产
及可能在重要会议期间成为话

题的网络安全、军工、环保等概
念股。

“这段时间盘中不少涨停个
股都是从中小市值板块中突然

拉升的，估计本周该板块仍是结
构性行情的主角。”郁教授道。他
认为抱团蓝筹股调整一时半会

不会马上结束， 即便短线有反
弹， 大部分仍属于技术性反抽，
估值重心仍有可能继续下移，追
高仍须谨慎。

“股票就是这样， 趋势形成
了，短期就难以逆转。 ”高智说。
大 A 在箱体震荡期间，个股机会
会层出不穷，避高趋低是主要操
作策略，优质核心品种在阶段性
调整后也会跌出更大的性价比，
但需要等一等才能重新上车。

“我们上周五买的短线票开

滦股份 (600997)，昨天大涨超过
5%，我们顺利出局了。 ”娇娇非
常开心。开滦股份是上周五煤炭
板块中跌幅最大的，好运营业部
工作室的朋友们在收盘时买进

该股，昨天妥妥的赚了 5 个点。
“不追高，逢低吸，是掌握行

情先手的最好办法。 ”上周五华
风颇有把握地让大家买了开滦

股份。他始终认为：对于获利 1%
的要求，很多短线超跌股都是能
够满足的。一个在上升通道里的
个股，线下买，线上抛，常常会有
不错的效果。

“昨天大盘下挫得厉害，沪
市大跌 2.3%，创业板更是夸张，
跌幅达 4.98%。 ”娇娇问。

“昨天那么多个股跌停，现
在买错股就是大熊市，短线操作
难度很大。 ”华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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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主要股
指全线大跌。上证综指失守 3500
点整数位，创业板指数重挫近
5%。
当日上证综指以 3524.98 点小

幅高开，早盘摸高 3542.30 点后一
路走低，击穿 3500 点整数位后继
续下行。尾盘沪指以接近全天最低

点的 3421.41 点报收，较前一交易
日跌 80.58 点，跌幅为 2.30%。
深证成指收盘报 13863.81 点，

跌 548.50 点，跌幅达到 3.81%。创
业板指数表现疲弱，大跌 4.98%，收
盘报 2728.84 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9320.32 点，跌幅达到 3.97%。

科创 50 指数大跌 4.09%，收
报 1275.46 点。
沪深两市大多数个股收跌。沪

市主板和中小板各有 1 只新股挂
牌上市，首日涨幅均为约 44%。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跌。
白酒、航天国防板块领跌，饲料、农
业板块跌幅靠前。电力、石油燃气、
珠宝零售、电信服务、供水供气板块
逆势收涨。
沪深两市成交明显放大，分别

为 4539 亿元和 5254 亿元，总量接
近 9800 亿元。

记者 韩忠益

晨报讯 昨天，沪深两市双双
高开，盘中油气采掘、碳中和、核电、
有色等板块开盘活跃。随后受港股
下滑影响，大A也开始由高回落。
午后电力板块走强，中闽能源
（600163）、华银电力（600744）、
穗恒运A、华电能源（600726）、深
圳能源（000027）等多股涨停。但
光伏概念继续大幅走弱，隆基股份
（601012）、比亚迪（002594）跌
停，锦浪科技（300763）、阳光电源
（300274）等跟着大挫。最后沪市
下跌 80 点，跌幅 2.30%，创业板则
有 4.98%跌幅。北向资金净卖出近
90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4 日，国
内硫酸铵均价为 854 元 / 吨，日涨
幅 9%，较上月同期上涨 40%；磷酸
一铵、磷酸二铵价格分别较上月同
期抬升 15%、19%。
供给端：化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推进，产能过剩问题得到初

步缓解。除供给端以及因环保所
致的生产成本提升外，国内外需求
增加也是化肥价格拉升的主要动
力。
国内方面，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今年粮食产量达到 1.3 万亿斤以
上，叠加春耕期市场储备化肥，国内
化肥本年度需求量确定性强。国际
方面，印度、巴西等种植大国施肥需
求可观，化肥出口订单充裕。据同花
顺 Ifind 金融数据，相关概念股有
云天化（600096）：国内重要的化
肥制造基地；云图控股（002539）：
中国复肥行业唯一全线产品供应企
业；泸天化（000912）：中国第一个
采用西方技术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
合成氨、尿素的企业。

二级市场上，上周五美股深 V
大逆转，给市场带来一定的看多情
绪提振了昨天大A早盘高开。不过
整体弱势震荡的局面短期大概率
持续。目前中小市值个股并不跟随
股指起舞，正在各自为战，只是上
涨的持续性差一点，这说明先期布

局很重要，先手很重要，等股价拉
起来再追进去，容易吃套，就像昨
天早上看见高开了才打算买股，就
显得比较被动，一不小心就容易把
自己给埋了。所以近期宜低吸，有
盈利则要时刻准备落袋为安。市场
机会主要还是结构性的、阶段性
的。
操作上，抱团股弱势依旧，爱美

客、埃斯顿、比亚迪、贵州茅台、洪都
航空、中航重机、盛和资源、航天电
器、康龙化成、通威股份、宝钛股份、
中国中免、爱尔眼科、日月股份、锦
浪科技、阳光电源、先导智能、赣锋
锂业、通策医疗等曾经的大牛股大
多躺在跌停板位置，其分时指标皆
死叉发散，这个板块不止跌，就会继
续拖累指数，所以现在市场格局就
是指数归指数，个股归个股，买到强
势品种还是能挣到钱的，但由于大
盘整体处于调整之中，精准捕捉强
势个股并不容易，短期获利空间也
较有限，必须用耐心和智慧抗衡节
节败退的股指。

A股主要股指全线大跌 创业板指数重挫近 5%

暴跌在跌停板附近
抱团股冬天还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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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沪深股市共有 11只新股发行和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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