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名称 成交价

折价率

(%)

当日

收盘价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000413.SZ

东旭光电

8.35 -1.65 8.52 10,000.00 83,500.00

000413.SZ

东旭光电

8.35 -1.65 8.52 1,870.00 15,614.50

002277.SZ

友阿股份

15.40 -6.72 16.21 1,000.00 15,400.00

000809.SZ

铁岭新城

13.55 -9.85 14.98 1,099.00 14,891.45

000413.SZ

东旭光电

8.35 -1.65 8.52 1,090.00 9,101.50

000042.SZ

中洲控股

10.95 -10.02 12.18 760.00 8,322.00

002450.SZ

康得新

24.95 -9.99 27.78 319.00 7,959.05

300126.SZ

锐奇股份

9.53 -10.01 10.79 800.00 7,624.00

601789.SH

宁波建工

7.38 -10.00 8.53 900.00 6,642.00

000809.SZ

铁岭新城

13.55 -9.85 14.98 490.00 6,639.50

002476.SZ

宝莫股份

9.22 -4.65 9.60 700.00 6,454.00

000809.SZ

铁岭新城

13.55 -9.85 14.98 460.00 6,233.00

002274.SZ

华昌化工

7.51 -1.31 7.80 800.00 6,008.00

600556.SH

北生药业

8.42 -1.98 8.73 700.00 5,894.00

002476.SZ

宝莫股份

9.22 -4.65 9.60 600.00 5,532.00

002668.SZ

奥马电器

18.30 -9.99 20.45 300.00 5,490.00

002359.SZ

齐星铁塔

6.58 -5.05 7.24 744.00 4,895.52

002180.SZ

万力达

24.00 -4.00 24.62 200.00 4,800.00

000809.SZ

铁岭新城

13.55 -9.85 14.98 350.00 4,742.50

300078.SZ

中瑞思创

21.38 -9.98 23.96 207.50 4,436.35

002535.SZ

林州重机

10.86 -2.86 11.20 393.06 4,268.63

300086.SZ

康芝药业

15.17 2.71 15.64 241.44 3,662.62

002668.SZ

奥马电器

18.30 -9.99 20.45 200.00 3,660.00

代码 名称 现价（元） 涨跌幅（%） 成交金额(万) 总股本（亿股）

430362.OC

东电创新

5.88 96.00 1.18 0.16

430719.OC

九鼎投资

3.93 91.71 6817.93 40.74

830850.OC

万企达

8.05 46.10 1.61 0.56

430102.OC

科若思

3.00 35.75 0.30 0.19

830789.OC

博富科技

1.60 33.33 0.48 1.36

430598.OC

众合医药

12.00 20.00 1.20 0.91

430028.OC

京鹏科技

4.56 13.72 2.80 0.59

430090.OC

同辉佳视

2.22 11.56 0.67 0.40

430243.OC

铜牛信息

7.48 6.86 14.55 0.22

430276.OC

晟矽微电

6.36 6.00 40.42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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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五连阳”

□本报记者 龙跃

经历了8月份的持续震荡整理后，沪深股市

9月份重燃做多热情。 近5个交易日，沪深300指

数持续上涨，不仅有效突破了2400点关口，而且

在日线图上也形成了“五连阳”的强势形态。

承接前一个交易日的强势格局， 沪深300

指数昨日以2411.93点小幅高开，在上午短暂下

探2404.08点后，指数从10点30分开始走强，盘

中最高上探至2427.30点， 创出本轮上涨新高，

尾市以2426.22点报收， 上涨17.38点， 涨幅为

0.72%。 在量能方面， 沪深300昨日全天成交

1082.95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的1236.29亿元小

幅萎缩。 至此，沪深300指数连收五阳。

在个股方面，非银行金融股昨日对沪深300

指数提振最为明显。 据Wind数据，昨日中国平

安、中信证券、万科A、海通证券指数贡献度最

高， 分别达到了1.22%、1.00%、0.71%和0.53%。

与之相比，美的集团、海虹控股、中国保安、长安

汽车昨日对指数拖累最为显著， 指数贡献度分

别为-0.21%、-0.15%、-0.13%、-0.11%。

分析人士指出，经过新一轮五连阳逼空后，

沪深300指数技术调整压力有所增大， 预计指

数短期或将进行震荡整理。

天津板块现涨停潮

□本报记者 魏静

近来，随着军工股的高歌猛进，主题炒作热

全面复活， 相关主题概念也纷纷借机“冲” 一

把。昨日，在市场交投热情高涨以及京津冀协同

发展相关消息的刺激下， 天津板块再现集中的

涨停潮。

据Wind资讯统计，滨海新区指数昨日飙涨

4.55%，报收1067.48点，涨幅位于Wind概念指

数涨幅榜榜首位置。 成分股中，津滨发展、天保

基建、天津海运及天津松江四只个股强势涨停，

天津港、 海泰发展等9只天津本地股当日涨幅

也超过了3%。

应该说，天津板块昨日的“倾巢出动” ，一

方面是得益于沪指五连阳的逼空人气，另一方

面则是受益于消息面的刺激。 据报道，天津市

常委、副市长崔津渡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

发布会上透露， 在中央部署和发改委指导下，

天津市正在制定《天津市京津冀协同一体发展

规划》。

分析人士表示，当前正值2014达沃斯论坛

开幕之际，《发展规划》制定的消息，无疑推高

了市场对京津冀一体化的关注度。 而随着京津

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天津的发展更为

紧密地牵动市场。 就二级市场而言，天津板块

的集体脉冲，更多还是基于整体市场的超高人

气，一旦市场逼空不成，则这类板块大概率会

遭遇短炒资金的抛售，投资者要密切注意市场

的变化。

53亿资金离场

□本报记者 魏静

就在市场怀疑上涨即将换挡之时， 两市

主板指数又以五连阳的超强形态重演逼空行

情，沪指更是高调突破

2300

点大关，再度刷新

本轮年内新高。 不过，在股指高歌猛进之际，

市场并未摆脱以往资金净流出的窘境， 昨日

全部

A

股依然遭遇

53.87

亿元资金出逃。

从行业板块的表现来看，市场普涨声一

片，其中申万交通运输、国防军工、通信、公

用事业、 非银金融及房地产指数强势领涨，

全 日涨幅分别 为

2.15%

、

1.73%

、

1.62%

、

1.60%

及

1.59%

。 然而，普涨并未吸引资金的

全面进场。 从板块资金流向情况来看，昨日

仅申万非银金融、 公用事业、 交通运输、通

信、建筑装饰、钢铁及农林牧渔指数获得资

金的净流入，净流入额分别为

6.77

亿元、

6.61

亿元、

5.32

亿元、

3.26

亿元、

1.22

亿元、

6688

万

元及

2216

万元；相较而言，电子、医药生物、

有色金属及传媒等指数则依然遭遇

7

亿元以

上的资金净流出。

分析人士表示，五连阳再度确立了市场

强势的主基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该调不

调以及意外逼空，都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后

续上涨的空间，投资者在参与同时还应留一

份清醒。

■ 两融看台

两融市场“冰火两重天”

□本报记者 张怡

经过9月2日的短暂回调之后，3日两融余

额重拾升势，微增6.63亿元至5279.65亿元。 总

体看来， 市场中融资热情高涨但融资偿还压力

仍大，且融券压力也不断增加；不仅如此，融资

客对行业的偏好也严重冷暖不均， 金融股遭遇

融资撤离，而有色和军工获得融资偏爱。

据Wind数据， 昨日融资余额为5236.34亿

元，较上个交易日小幅增长了3.41亿元；其中，

融资买入额为470.76亿元， 较上个交易日大增

了47.37亿元， 可见市场融资情绪十分积极；不

过融券余额为467.35亿元， 也较上个交易日大

增了35.48亿元，可见市场分歧依旧较大，偿还

压力也在增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融券余额变

为43.31亿元，连续增长态势明显。9月前两个交

易日，融券余额分别为36.75亿元和40.08亿元。

总体来看，融资融券8月份那种快速增势暂

时消失。9月2日和3日尽管A股市场指数迭创新

高，但融资净买入额分别仅为-8.49亿元和3.41

亿元。 结合融资偿还额的增长和融券余额的增

长， 分析人士指出， 这显示出融资内部分歧出

现，部分融资客选择获利离场。

从行业来看， 有色金属和国防军工行业分

别获得了3.27亿元和3.11亿元的净买入额，遥

遥领先于其他行业， 而银行和非银金融行业则

分别遭遇3.74亿元和2.47亿元的净偿还。 由此

可见，融资客的偏好正在发生逆转，金融股是撤

离主要区域。

震荡上行 “五连阳” 定调九月行情

□本报记者 张怡

继周三成交额突破4000亿元创出天量之

后，周四沪深两市再度展现出接近4000亿元的

充足量能，助力沪综指一举突破2300点，各主

要市场指数纷纷再度创出新高，气势高昂走出

五连阳。 这打破了自8月以来“黑周四” 的魔

咒，也减轻了市场对“天量天价” 魔咒的担忧。

不过， 随着行情的高歌猛进，A股后市 “新高

秀” 连续演绎或许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但

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市场乐观情绪被有效激

发、做多量能重组，预计市场强势格局将维持，

不过震荡上行更可能成为后市主基调。

沪指突破2300点

继周三A股成交额突破4000亿元且创出

近四年的天量之后，“天量天价” 的魔咒似乎

未能抑制住市场的攻势。昨日沪深两市早盘出

现短暂休整，但午盘随着军工等热门概念的崛

起而再度步入上攻节奏，热点逐步活跃，成交

额依然接近4000亿元， 助力沪综指一举突破

2300点。

沪深两市的成交额昨日分别为1793.86亿

元和2128.69亿元，合计达到3922.55亿元。 尽

管低于昨日的“天量” ，但依然处于活跃区间

内，显示出市场做多量能依然充沛。 从热点来

看，滨海新区、无人机、智能IC卡等多个改革与

转型概念领涨，带动交运、国防军工、通信等行

业涨幅居前。

在充足量能的推升下，各主要市场指数再

度创出新高。 至收盘， 上证综指报收2306.86

点，上涨18.23点，涨幅为0.80%，其盘中触及

2307.70点的新高点； 深证成指报收8176.14

点，上涨60.27点，涨幅为0.75%；其盘中触及了

8180.42点的新高位； 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也

分别上涨了 0.68%和 1.21% ， 并分别创下

5430.40点和1495.81点的新高。

伴随着“新高秀” 的连续上演，A股自8月

以来的“黑周四” 魔咒被彻底打破。 分析人士

指出，当前市场的强势上攻，主要有以下几方

面原因，首先，在沪港通、国企改革等因素带动

下，市场改革预期进一步升温，这是推动市场

上涨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长期市

场的主要推动力；其次，打新资金逐步解冻回

流，A股市场此前对资金面的担忧也得以缓

解，市场量能充沛助力指数迭创新高；此外，经

过8月的连续调整以后， 指数获得2200点一带

强支撑，市场也存在上涨需求。

A股步入“高压区”

随着2300点整数关口的突破，A股市场也

被推升至了前期套牢盘密集的“高压区” 。 由

此，这种连续“新高秀” 到底能否持续以及能

够持续多久，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 分析人

士指出，放量“五连阳” 有效激发了市场的做

多情绪，市场强势上攻的格局不会因历史套牢

区而扭转， 不过短暂的休整蓄势料将出现，震

荡上行大概率成为9月主基调。

A股本轮上涨与7月底的上涨相比， 体现

出以下几方面的不同， 一是主力拉升的着力

点主要在于军工、交运等二线蓝筹，与此前拉

升一线权重蓝筹板块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是，

本次所有指数呈现普涨状况， 与上次主板一

枝独秀其余板块小步跟涨的情况不同， 这显

示出主力资金已经逐步形成了合力； 三是市

场攻势更为坚决且量能更大， 周三指数创出

近四年天量，昨日的量能也很大，支撑指数频

创新高，做多态度非常坚决且力量更大；四是

改革题材主导热点，走势呈现出轮动特征，如

军工股边上攻边休整，并非连续急切拉升，同

时盘中涨跌互现， 这种轮动走势更稳定也更

持久。

此前提到过本周市场能否站稳乃至走强

取决于三方面因素， 现在这些因素均得到实

现：一是打新资金回流支撑了市场强势格局更

甚， 二是两市成交额恢复高位且创出了天量，

并得以维持， 三是持续性热点产生且保持强

势。由此，本周乃至9月整体的做多主基调已经

确立，资金逐步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合力。

不过，随着市场步入“高压区” ，到底是逢

高减仓还是顺势加仓，成为不少投资者纠结的

问题。这从融资融券结束快速增势可见一斑，9

月2日和3日指数迭创新高之际，融资融券余额

却结束了8月以来快速增长的态势， 净买入额

分别仅为-8.49亿元和3.41亿元。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市场“新高秀” 不会

永远上演，市场必有回调之日。 不过考虑到当

前亢奋的市场做多情绪，即便出现调整，只要

量能仍然充足， 行情的强势格局就不会改变，

后市大概率以热点轮动和震荡上行的方式进

行下去。 由此建议投资者规避涨幅过高的品

种，并顺势积极参与改革主题。

市场强势格局料延续

□万联证券 王赵欣

时隔15个月， 上证综指于昨日再次站上

2300点，对2250点和2300点两个重要关口的突

破仅用5天时间，再加上沪深两市成交额达3921

亿元，市场表现可谓气势如虹。 此外，近期沪深

股市在军工领头下呈现普涨格局， 涨停个股数

每日保持在30-40只左右，全部A股的上涨个股

与下跌个股占比约在65%和20%， 权重股与成

长股也呈现齐头并进之势。

从近期发布的工业利润、PMI等数据来看，

经济基本面从前期的企稳回升再度面临回落压

力。 虽然PMI回落、信贷规模低于预期，房地产

价格环比持续呈现负值、PPI也面临负值扩大的

风险，经济面短期难有改善。但市场表现则截然

相反，自9月1日以来，上证综指连续5个交易日

上涨，累积上涨近百点，沪深两市的成交量也持

续放大。整体来看，目前处于经济基本面与股指

走势相背离的阶段。 在经济面不利的情况下，经

济弱势和宽松预期形成对抗， 但短期看后者已

然成为占据主导A股市场走向的关键。 继券商

股、银行股活跃后，地产股也开始走强，而恒指

再创金融危机后新高，反映外资热情依旧高涨。

由此可见， 改革预期以及资金面成为近期

股市运行的主要驱动力。在此逻辑下，投资者对

政策以及资金面预期的变化成了市场波动的主

要原因。 9月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8月份非制

造业PMI数据。 8月非制造业PMI指数为54.4%，

比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但弱于季节性的表现

意味着当前整体上的复苏动能仍偏弱。 虽然外

需的复苏对景气的拉动显著增强， 但内需的疲

弱和就业形势的不明朗依然制约景气的回升。

而非制造业的行业分化也进一步加剧， 受地产

下行的拖累，建筑业的不景气进一步加剧；而服

务业则在海外需求回暖的带动下持续复苏。 从

各分项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为50.0%，比上月

回落0.7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1.6%，比

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为49.6%，

高于上月0.3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非制造业市

场保持稳中略升的发展趋势。 特别是服务业发

展总体较好。 但仍要关注需求基础的稳固和提

升。 一方面，关注房地产需求回落给房屋建筑相

关需求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服务业需求整体

水平仍然偏低， 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新订单指

数明显偏弱。 非制造业市场的回升与制造业市

场的下滑同时存在， 表明经济结构调整的效果

已经逐步显现出来。 一些服务性的行业景气度

继续上升， 而一些产能过剩的重资产行业景气

度持续下滑。

此外，从中报来看，二季度开始的稳增长措

施对企业止住盈利下滑起到了一定作用，A股整

体和剔除金融之后的净利增速都略超预期。全部

A股净利润增速从一季度的8.50%上升到2014年

上半年的10.19%。 板块净利润增速差异较大，其

中金融业增长11.85%，非金融增长7.81%，沪深

300增长9.96%， 中小板增长3%， 创业板增长

14.8%。 但2014年2季度非金融行业的存货高达

6.4万亿元，同比增长16.1%，高于同期的总资产

增速和净资产增速。 从行业来看，汽车、家电、建

筑、建材四个与地产产业链相关行业，从收入和

净利润角度看均处于下行通道，3季度难以企稳；

中报显示银行业不良率大幅上升， 负债成本上

升，风险偏好下降，将成为未来制约其信贷投放

的主要因素； 大消费板块依旧疲弱但已相对稳

定，除零售和纺服以外，餐饮旅游、大众食品、农

林牧渔的收入增速在二季度均有回升，上半年落

后于市场的消费板块开始具备配置价值。

短期来看， 上证综指突破2200点后呈现加

速上涨态势，周期类板块与非周期类板块同时上

涨，短期市场表现出流动性行情。 随着本周打新

资金的解禁，市场流动性充裕，推动了本次大盘

的持续大涨。市场博弈的焦点在于经济短周期的

下行和对于政府刺激政策的预期。从上周房地产

行业的销售数据来看，房地产行业的销售数据略

偏乐观，但仍需继续观察。如果房地产行业在9月

份销量能实现同比回升，预计2-3个月内经济就

有望企稳回升，而这将会对市场构成最直接的上

升动力。房地产相关的信用风险是目前中国宏观

经济结构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若能得到有效缓

解，将有助于稳定整个市场的预期。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涨跌幅

（%）

净流入资金

（万元）

金额流入

率（%）

资金流向

占比（%）

市盈率

(TTM，倍)

600030

中信证券

2.19 22346.54 9.60 0.17 20.70

000598

兴蓉投资

10.06 20012.19 12.45 2.10 22.77

600435

北方导航

8.09 17162.23 8.35 0.94 827.39

600316

洪都航空

10.00 15199.37 9.76 0.88 188.48

600837

海通证券

1.49 14050.63 12.08 0.17 23.04

300027

华谊兄弟

2.68 13857.84 10.33 0.67 43.92

600317

营口港

10.05 13817.00 7.25 0.90 53.30

600410

华胜天成

6.52 13394.29 14.96 1.45 187.84

000897

津滨发展

10.07 13353.76 10.66 1.41 -23.83

600399

抚顺特钢

9.91 12089.92 17.85 1.40 390.79

■ 新三板观潮

新三板个股分化加剧 流动性瓶颈待突破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新三板启动做市商制度至今已有9个交易

日， 随着交易的持续， 市场从最初的集体“喧

嚣” 逐渐归于平淡，但昨日市场再起波澜，部分

个股受到投资者热捧， 另有少数股票则遭到冷

遇， 竞价的不连贯对股价走势带来的波动再度

放大；而且，昨日通过协议转让完成成交的总金

额也远超做市转让。 分析人士表示，在做市商制

度运行初期， 流动性问题仍是困然新三板做市

交易的关键。如何进一步提升做市关注度、激发

投资者参与热情是做市制度逐步走向成熟亟待

迈过的一道坎。

个股分歧加剧 行情转换剧烈

根据Wind数据，昨日共有68只新三板股票

发生交易，其中九鼎投资成交额达到6817.93万

元， 依然稳坐新三板股票成交额的 “头把交

椅” 。 紧随其后的是中外名人， 具体成交额为

2247.14万元，这两只股票成为全天仅有的成交

超千万元个股。 中搜网络、九恒星、中卉生态则

抱团形成 “百万军团” ， 全天成交额分别达

207.40万元、157.72万元和150.00万元； 其余如

精耕天下、七维航测、圣泉集团、方林科技等32

只股票成交额则维持在10万-100万之间，另有

31只股票全天成交不足10万元。

通过横向比较不难发现，除九鼎投资近日

持续受到市场热捧，每日涨幅均较为可观外，其

余涨幅居前的个股大多为首次进入涨幅榜单前

列；以历史行情来比较，做市制度启动9个交易

日以来，热点股票大多表现为“一日游” ，每日

市场涨幅居前的个股轮换也较为迅速。 这显示

出对个股走势预期，当前市场存在较大分歧。

以单日涨幅为例，本周来新三板股票每日表

现最好的股票，其涨幅大约在50%上下，表现最

逊的股票，其单日跌幅也约在50%左右，但昨日

形势发生显著变化。根据Wind数据统计，昨日有

两只股票涨幅接近100%， 分别是东电创新和九

鼎投资， 具体涨幅为96.00%和91.71%； 与之相

对，九恒星和中科软则跌幅最深，最日下跌幅度

分别达到80.00%和66.25%。 从上述股票此前的

走势来看， 九鼎投资9月3日跌幅较大， 幅度为

59.00%，但隔日便跃升为涨幅第二；昨日涨幅最

大的东电创新9月3日同样下跌，跌幅为28.91%。

同样地，昨日下跌最深的九恒星前一交易日为上

涨3.89%。 这种个股“凉热”转换的加剧，也从另

一个侧面体现出投资者投资判断的差异。

流动性不足成瓶颈

分析人士表示，通过做市交易完成成交的

股票数量一直止步不前， 累计成交金额在新

三板交易中所占比重也较小， 说明流动性不

足的问题客观上成为做市制度快速走向成熟

的瓶颈。

从市场表现上来看， 昨日涨势较好的股票

中，除九鼎投资股价上涨来自于大额成交支撑，

其余个股均为无量上涨， 东电创新昨日成交金

额更是仅为1.18万元。 更值得注意的是，全日8

只涨幅超10%的个股中， 无一是通过做市交易

成交。且昨日交易的68只股票中，通过做市交易

的有35只，采取协议转让的有33只，数量上可谓

平分秋色，但以成交额来看，昨日协议转让股票

总金额为1.03亿元， 而做市交易总金额则不足

前者十分之一，仅有720.35亿元。 而做市交易股

票中，又以成交额在50万元以下为多，昨日有30

只之多，超弦科技成交额仅有0.8万元。

事实上，除做市商制度实施首周市场盛况空

前，流动性较之此前得到一定提升外，当前市场

做市商交易热度有所降温。 分析人士表示，适当

的流动性是交易所发挥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

能的基本前提，从这个角度而言，要想达到做市

商制度重构新三板市场定价体系的目的和作用，

有效提升筹码流动性仍显得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