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地产投资低迷 外资流出预期强化 大小非频繁减持

A股三隐忧考验“银十”成色（主）

本报记者 龙跃

“金九”行情强势收官已成定局，但进入10月后，沪港通等政策预期将进入兑现阶段，这可能令政策预期对股市的提振作用弱化。 与此同时，地产投资持续下行、美元指数上行引发的资金流出压力，以及大小非加速减持都可能强化市场运行的短期压力，10月市场的波动幅度预计明显加大。 在此背景下，分析人士建议投资者在保持中长期乐观的同时，注意短期市场风险，策略上应该控制仓位，并将持仓品种向防御类股票倾斜。

政策撑起“金九”行情

9月行情进入收官阶段。 客观地说，9月股市面临较多的不利因素，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始于5月的经济复苏出现了明显停滞的迹象。 按理说，作为经济的晴雨表，股市应该表现的相对疲弱，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截至9月29日收盘，沪综指9月以来实现了6.34%的上涨，不仅创出了本轮上涨的新高，而且9月初一度再现逼空走势。 与沪综指类似，其他各主要指数9月以来都保持着强势格局，深成指上涨3.08%，中小板综指上涨10.24%，创业板综指甚至创出了1659.94点的历史新高。 相对于大盘指数的表现，个股走势则更为活跃。 统计显示，在2547只A股中，9月仅有181只个股出现下跌，月度涨幅超过20%的个股多达500只。

显然，在基本面相对疲弱的环境下，股市的表现相当强势。 分析人士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持续发酵的政策预期给市场乐观情绪带来了有力支撑。 从政策面动向看，就在8月经济数据发布后，一系列利好政策开始接踵而至。 在货币政策层面，央行通过SLF向市场释放流动性的同时，14天正回购利率降低的措施也一并实施；在经济政策层面，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的新政策出台，该政策的实际效果是减轻企业税负；而在市场层面，两融标的9月下旬再度大幅扩容，从扩容后的融资变动看，融资做多的热情被明显激发出来。 可以说，“金九”行情得以成行，政策支撑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暗藏三大扰动因素

不过，进入10月份后，政策预期将逐渐进入兑现阶段，对市场的支撑作用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弱化。 与此同时，来自房地产投资、国际资金流动以及大小非减持方面的压力也会进一步加大。 当这些因素实现共振的时候，市场乐观情绪将面临显著的高位回落压力，并将加大股市运行的波动。

在政策方面，10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沪港通等政策预期在10月将进入兑现阶段，但预期兑现对股市不一定是好事。 股市中有一个名词叫“见光死” ，说的就是股价在利好预期发酵阶段往往表现强势，但当相关利好真正落地的时候，股价反而会失去上涨动力。 10月的A股市场就面临“见光死”的风险。 从市场情绪看，无论是成交量的持续高位，还是开户数的明显增加，都说明在积极政策预期的支撑下，当前投资者对后市开始明显乐观，而大量低价股、绩差股走强又意味着这种乐观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并将显著增加政策预期兑现时的情绪回落概率。

而一旦政策对市场的支撑作用弱化，此前存在的负面因素很可能被投资者重新审视。 10月A股市场主要存在三大潜在负面因素：

其一，房地产投资继续下行加大经济担忧。 1-8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为13.20%，较1-7月的13.70%继续回落，为连续第7个月回落。 考虑到当前房地产销售和房价的持续下滑压力，以及开发商的资金链和库存状况，地产投资有可能继续出现明显的下行。 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地产投资显著下行的预期势必影响投资者对经济的预期，进而增加10月股市的下行压力。

其二，外资流出压力增加。 “外资抄底”是本轮市场上涨重要的做多逻辑之一，不过10月股市可能面对较大的外资流出压力。 9月29日，美元指数盘中创出85.80点阶段新高，经过近5个月的上涨，已经冲破了前期的重要压力位，后市看涨预期强烈。 本轮美元上涨的部分原因在于欧元下跌，但另一层重要原因则在于美联储宽松政策退出的预期，正是由于后一个推动力的存在，分析人士预计美元指数后市将继续保持向上态势。 对于新兴市场股市来说，美元走强将引发资金回流美国，是典型的短期负面因素。 实际上，恒生指数9月初以来持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资金流出。

其三，大小非减持压力增加。 据WIND数据，9月以来，沪深股市重要股东净减持额为325.78亿元；而6-8月的净减持额则分别为87.62亿元、98.90亿元和163.96亿元。 从中不难发现，9月大小非净减持额几乎与过去三个月的加总数值相当。 作为A股市场最具话语权的群体，产业资本对当前市场的谨慎态度很可能会较大程度封杀市场在10月份继续向上的空间。

投资策略回归防御

在负面因素逐渐增多的背景下，对10月股市的预期应该相应调低，特别是要预防乐观情绪阶段逆转时可能出现的市场快速下跌。 因此，分析人士建议，投资者在中期保持乐观的同时，阶段采取防御策略应对10月行情。

在具体仓位上，投资者应该适度降低股票持仓比例，将仓位保持在五、六成的中性水平。 但考虑到当前较为宽松的资金环境，以现金仓位替代股票仓位的效果可能有限。 分析人士倾向于建议投资者增加债券的持仓比例。 当然，从中期看，改革释放股市红利的路径继续清晰，这意味着对中期行情不必过度悲观，投资者应该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四季度股市可能出现的调整，并将其视为逢低加仓的机会。

在具体股票品种选择上，分析人士建议投资者应该较大程度上向防御型品种倾斜。 一方面，从股市运行周期上看，消费等防御类股票往往具备在行情下半场发力的特点，10月存在潜在的超额收益。 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速低迷等负面因素增加时，防御类股票也能给投资者提供更佳的安全边际。 具体来看，防御型品种主要包括两类股票：一是以医药、食品饮料、商业贸易为代表的大消费概念股，此类股票在7月以来的上涨中普遍表现平平，具备较强烈的补涨动力；二是以电力、银行为代表的低估值板块，在未来的市场波动中具备更高的抗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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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概念知多少

一、我常听到认购期权、欧式期权、虚值期权等

各种叫法，那么，期权到底如何分类？

提到期权，大家可能常常听到认购期权、欧式期

权、虚值期权等各种叫法，认为很复杂，其实这些只是

从不同角度对期权进行分类。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常

见的几种期权的分类方法。

从期权买方的权利内容来看，期权可以分为认购

期权（call� options）和认沽期权（put� options）。

认购期权是指期权的买方向期权的卖方支付一

定数额的权利金后， 将有权在期权合约规定的时间

内，按事先约定的价格向期权卖方买入一定数量的期

权合约规定的标的资产， 但不负有必须买进的义务。

而期权卖方有义务在期权合约规定的时间内，应期权

买方的要求，以期权合约事先规定的价格卖出期权合

约规定的标的资产。

认沽期权是指期权的买方向期权的卖方支付一

定数额的权利金后， 即有权在期权合约规定的时间

内，按事先约定的价格向期权卖方卖出一定数量的期

权合约规定的标的资产， 但不负有必须卖出的义务。

而期权卖方有义务在期权合约规定的时间内，应期权

买方的要求，以期权合约事先规定的价格买入期权合

约规定的标的资产。

按行权时间来看，可以分成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

欧式期权只允许期权买方在到期日当天行使购买

（如果是认购期权）或出售（如果是认沽期权）标的资产。

美式期权允许期权买方在到期日或到期日前任

一交易日行使购买（如果是认购期权）或出售（如果

是认沽期权）标的资产的权利。

按标的资产不同来看， 期权可以分为个股期权、

股指期权、利率期权、外汇期权和商品期权等。

其中，个股期权的标的资产是单只股票，期权买方

在交付了权利金后取得在期权合约规定的行权日按照

行权价买入或卖出一定数量的某一只股票的权利。

按照行权价与标的资产价格的相关关系，期权可

以分为实值期权、虚值期权和平值期权。

实值期权，也叫价内期权，是指行权价与标的资

产的当前市场价格相比较为有利 （即如果立即行权

可以获得相应收益）的期权。 如果是认购期权，那么

行权价小于标的资产价格的期权为实值期权；如果是

认沽期权，那么行权价大于标的资产价格的期权为实

值期权。

虚值期权，也叫价外期权，是指行权价与标的资

产的当前市场价格相比较为不利 （即如果立即行权

将会导致亏损）的期权。 如果是认购期权，那么行权

价大于现行标的资产价格的期权为虚值期权；如果是

认沽期权，那么行权价小于现行标的资产价格的期权

为虚值期权。

平值期权，也叫价平期权，是指行权价与标的资

产的当前市场价格一致的期权。

举个例子来说，某ETF认购期权行权价格是2元，

如果此时ETF的市场价格是2.5元， 那么这一认购期

权就是实值期权；如果此时ETF的市场价格是1.5元，

那么这一期权是虚值期权； 如果ETF的市场价格是2

元，则期权为平值期权。

另外，按照交割方式不同，期权还可以分为实物

交割型期权和现金交割型期权。实物交割是指在期权

合约到期后，认购期权的权利方支付现金买入标的资

产，认购期权的义务方收入现金卖出标的资产，或认

沽期权的权利方卖出标的资产收入现金，认沽期权的

义务方买入标的资产并支付现金。现金交割则是指期

权买卖双方按照结算价格以现金的形式支付价差，不

涉及标的资产的转让。

二、期权和期货有什么区别？

在金融衍生品的大家庭中，期权跟期货是一对好

兄弟。 作为在交易所交易的标准化产品,期权和期货

可以为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的手段， 用于风险对冲、

套利、方向性交易和组合策略交易等等。那么，期权和

期货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期权与期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期权与期货的投资者权利和义务的对称性

不同。期货合同是双向合同，交易双方都要承担期货合

约到期交割的义务， 如果不愿实际交割必须在有效期

内冲销；期权是单向合约，期权的多头在支付权利金后

即取得履行或不履行合约的权利而不必承担义务。

其次，期权与期货的保证金制度不同。 期货合约

的买卖双方都要缴纳一定的履约保证金；期权交易中

由于期权买方不承担行权的义务，因此只有期权卖方

需要交纳保证金。

第三，期权与期货的现金流转不同。 期权交易中，

买方要向卖方支付权利金，这是期权的价格；期权合约

可以流通， 其价格则要根据标的资产价格的变化而变

化。 在期货交易中，买卖双方都要交纳期货合约面值一

定比例的初始保证金，在交易期间还要根据价格变动对

亏损方收取追加保证金，盈利方则可提取多余保证金。

第四，期权与期货的盈亏特点不同。 期权改变了

标的股票的收益风险结构，期权买方的收益受标的价

格、波动率、剩余期限等的变化而波动，是不固定的，

其亏损只限于购买期权的费用；卖方的收益只是出售

期权的所得权利金，其亏损则是不固定的。 期货的交

易双方都面临着无限收益和无限亏损的可能。

最后，期权是比期货更基本的衍生品。 期货可用

认购期权和认沽期权简单的完全复制。

三、期权与权证有何区别？

与期权最为相似的衍生品是权证，两者都是代表

权利的契约型凭证，即买方（权利方）有权在约定时

间以约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数量的标的证券。但

是两者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别。接下来我们以股票

ETF期权为例来进行比较。

标准化程度方面， 股票ETF期权是由交易所设计

的标准化合约。而权证是非标准化合约，由发行人自行

设计合约要素，除由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或大股东等主

体单独发行外，还可以与可分离交易可转债一起发行。

发行主体方面，股票ETF期权没有发行人，合约条

款由交易所设计， 市场参与者在支付足够保证金的前

提下都可以开仓卖出期权； 而权证的发行方是上市公

司或投资银行等第三方。 投资者既可以持有期权的多

头也可以持有空头，而权证的投资者只能持有多头。

行权后的效果方面， 认购期权或认沽期权的行

权， 仅是标的证券在不同投资者之间的相互转移，不

影响上市公司的实际流通总股本数。而对于上市公司

发行的股本权证， 当投资者对持有的认购权证行权

时， 发行人必须按照约定的股份数目增发新的股票，

从而导致公司的实际流通总股本数增加。

此外，两者在履约担保、交易方式等方面还存在

诸多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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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第十二期《投资者之声》中，我们介绍了

ETF

期权以及它的用途和风险。 不少投资者看过后认为很有收

获，也想进一步了解期权相关的知识，为未来投资期权做好知识储备。本期《投资者之声》，我们就围绕投资者最为关注的

期权的分类、期权与权证和期货的区别等问题展开论述。

9月产业资本频频减持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近期随着A股震荡走高， 上市

公司重要股东增减持交易也较为活

跃。 Wind数据显示，9月以来共发

生重要股东二级市场交易524起， 其中持平交

易14起，减持交易470起，增持交易40起。 整体

看， 被增持公司主要围绕地产、 医药等板块展

开，而减持方主要来自于产业资本，减仓参考市

值超过300亿元。

减持规模大幅增加

大族激光近日公告称， 公司9月26日收到

实际控制人高云峰的通知， 高云峰于2014年9

月25日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3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3%。

减持均价18.92元/股。 据此计算，高云峰此次套

现金额高达6.0544亿元。此次减持后，高云峰还

持有公司9.12%的股份。

大族激光并不是9月股东套现规模最高的

公司。Wind数据显示，东旭光电9月以来发生重

要股东交易7次。 公开资料显示，益民基金及民

生加银两基金公司共计减持该公司股份7次，减

持股份数为2.05亿股，套现资金17.43亿元。两家

基金均表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继续减持东

旭光电股票的可能性。 此外，亿利能源、闰土股

份、巨力索具等股东减持规模也较大。

Wind数据显示，9月以来减持参考市值超

过300亿元，远高于8月减持174.52亿元的规模。

市场人士表示，从以往经验来看，每次A股市场

出现大幅反弹，股东减持额度都会随之增加。

中小板企业减持较多

从行业分布来看， 被产业资本大举减持的

公司较为分散。既有美邦服饰、重庆百货等传统

零售和消费行业，也包括中超电缆、巨力索具等

传统制造类企业，甚至包括东旭光电、大唐电信

等计算机和通讯设备制造类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 中小板和创业板成为套现

的主战场。 其中，中小板公司9月遭遇减持的有

207家，套现市值150亿元左右；创业板遭遇减

持的公司有132家，套现资金超过70亿元。 一些

涨幅较大的个股大多遭到股东减持。 市场人士

认为， 虽然上市公司股东多表示减持是为改善

资金状况，但背后也可能是不看好企业的发展。

以巨力索具为例， 控股股东巨力集团自8月

份以来先后9次减持巨力索具，累计减持超过2亿

股，套现约12亿元。 巨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早在

2013年4月就开始减持巨力索具的股份。 虽然巨

力集团解释称， 减持是为了发展集团其他业务、

补充集团流动资金，但自2010年登陆A股市场以

来， 巨力索具的净利润一直在下降，2014年上半

年更是营收和净利润双降。 因此也有业内人士认

为，这或许是股东急于套现的真正原因。

分析人士认为

AH股估值差创造投资机会

□

本报实习记者 黄丽

分析人士认为，在沪港通开通初期，AH股

存在的估值差将带来投资机会。

内地投资者在沪港通中可以直接投资港股

通标的， 对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股

票进行买卖。目前，在恒生大型股、中型股和AH

股范围内，港股通共选择了271只标的，但名单

仍需等到沪港通推出时确认。 恒生综指大型股

的地产、银行股比例较大，中型股以消费等行业

为主，AH股主要涵盖运输、原材料等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市场参与者以机构投资

者为主， 股市通常炒作的是比较明确的预期，更

注重价值投资和长期回报。 香港股民更倾向于投

资盘子大、分红稳定、经营稳健的个股。 分析人士

认为， 内地投资者可能会选择相对A股具有稀缺

价值的个股，如澳门博彩等。 瑞银预计，港股通增

量资金不足以抬升大盘股，或者消除流动性欠佳

的小盘股估值折价，中盘股将受益最大，特别是

一些内地投资者比较了解的公司有望受益。

有券商分析师认为，沪港通带来的机会主要

在于国际估值体系与国内估值体系之间的差异，

具体表现为相同行业板块或者个股在A股和H股

之间的差异，在沪港通开通初期，AH股之间的估

值差将是主要的投资机会。 目前A股价格低于H

股价格的股票主要涉及银行板块以及非银板块，

还包括建筑、建材和房地产等板块的个股。

截至9月29日，H股相对A股溢价率超过1

倍的港股通股票一共有24只。 其中，溢价率最

高的是海螺水泥，为1.15倍。 海螺水泥昨日A股

收于17.27元， 跌幅为0.12%， 其H股则收于

25.10港元，跌幅为2.33%。

分析人士认为， 近期一些来自楼市的资金

及部分海外资金持续入市，A股强势反弹，港股

则大幅调整。但沪港通利好兑现后，A股可能出

现一定回调。 券商业内人士提示，利用AH股之

间的估值差进行投资也存在一定风险， 港股和

A股走势仍存在不确定性。

投资策略回归防御

在负面因素逐渐增多的背景下， 对10月

股市的预期应该相应调低，特别是要预防乐观

情绪阶段逆转时可能出现的市场快速下跌。

因此，分析人士建议，投资者在中期保持乐观

的同时，阶段采取防御策略应对10月行情。

在具体仓位上，投资者应该适度降低股票

持仓比例，将仓位保持在五、六成的中性水平。

但考虑到当前较为宽松的资金环境，以现金仓

位替代股票仓位的效果可能有限。分析人士倾

向于建议投资者增加债券的持仓比例。 当然，

从中期看， 改革释放股市红利的路径继续清

晰，这意味着对中期行情不必过度悲观，投资

者应该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四季度股市可

能出现的调整，并将其视为逢低加仓的机会。

在具体股票品种选择上，分析人士建议

投资者应该较大程度上向防御型品种倾斜。

一方面，从股市运行周期上看，消费等防御

类股票往往具备在行情下半场发力的特点，

10月存在潜在的超额收益。 另一方面，在经

济增速低迷等负面因素增加时，防御类股票

也能给投资者提供更佳的安全边际。具体来

看，防御型品种主要包括两类股票：一是以

医药、食品饮料、商业贸易为代表的大消费

概念股， 此类股票在7月以来的上涨中普遍

表现平平，具备较强烈的补涨动力；二是以

电力、银行为代表的低估值板块，在未来的

市场波动中具备更高的抗跌能力。

房地产投资低迷 外资流出预期强化 大小非频繁减持

A股三隐忧考验“银十” 成色

□

本报记者 龙跃

“金九”行情强势收官

已成定局，但10月沪港通等政策预期将进入兑现阶

段，这可能令政策预期对股市的提振作用弱化。 与此同时，地

产投资持续下行、美元指数上行引发的资金流出压力，以及大小非加

速减持都可能强化市场运行的短期压力，10月市场的波动幅度预计明显加

大。 分析人士建议，投资者在保持中长期乐观的同时，注意短期市场风险，策略上应该

控制仓位，并将持仓品种向防御类股票倾斜。

政策撑起“金九”行情

9月行情进入收官阶段。 客观地说，9月

股市面临较多的不利因素，这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始于5月的经济复苏出现了明显停滞的

迹象。按理说，作为经济的晴雨表，股市应该

表现的相对疲弱，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截至9月29日收盘，沪综指9月以来实现

了6.34%的上涨， 不仅创出了本轮上涨的新

高，而且9月初一度再现逼空走势。与沪综指

类似， 其他各主要指数9月以来都保持着强

势格局，深成指上涨3.08%，中小板综指上涨

10.24%， 创业板综指甚至创出了1659.94点

的历史新高。 相对于大盘指数的表现，个股

走势则更为活跃。 统计显示，在2547只A股

中，9月仅有181只个股出现下跌， 月度涨幅

超过20%的个股多达500只。

显然，在基本面相对疲弱的环境下，股

市的表现相当强势。 分析人士认为，这其中

的原因主要在于， 持续发酵的政策预期给

市场乐观情绪带来了有力支撑。 从政策面

动向看，就在8月经济数据发布后，一系列

利好政策开始接踵而至。 在货币政策层面，

央行通过SLF向市场释放流动性的同时，

14天正回购利率降低的措施也一并实施；

在经济政策层面， 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的新

政策出台， 该政策的实际效果是减轻企业

税负；而在市场层面，两融标的9月下旬再

度大幅扩容，从扩容后的融资变动看，融资

做多的热情被明显激发出来。 可以说，“金

九” 行情得以成行，政策支撑发挥了最为关

键的作用。

暗藏三大扰动因素

不过，进入10月份后，政策预期将逐渐

进入兑现阶段，对市场的支撑作用有可能出

现阶段性的弱化。 与此同时，来自房地产投

资、国际资金流动以及大小非减持方面的压

力也会进一步加大。当这些因素实现共振的

时候，市场乐观情绪将面临显著的高位回落

压力，并将加大股市运行的波动。

在政策方面，10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

间节点，因为沪港通等政策预期在10月将进

入兑现阶段，但预期兑现对股市不一定是好

事。股市中有一个名词叫“见光死” ，说的就

是股价在利好预期发酵阶段往往表现强势，

但当相关利好真正落地的时候，股价反而会

失去上涨动力。 10月的A股市场就面临“见

光死” 的风险。 从市场情绪看，无论是成交

量的持续高位， 还是开户数的明显增加，都

说明在积极政策预期的支撑下，当前投资者

对后市开始明显乐观，而大量低价股、绩差

股走强又意味着这种乐观已经达到了一个

比较高的位置，并将显著增加政策预期兑现

时的情绪回落概率。

而一旦政策对市场的支撑作用弱化，此

前存在的负面因素很可能被投资者重新审视。

10月A股市场主要存在三大潜在负面因素：

其一， 房地产投资继续下行加大经济担

忧。 1-8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增速为13.20%， 较1-7月的13.70%继续回

落，为连续第7个月回落。 考虑到当前房地产

销售和房价的持续下滑压力， 以及开发商的

资金链和库存状况， 地产投资有可能继续出

现明显的下行。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地

产投资显著下行的预期势必影响投资者对经

济的预期，进而增加10月股市的下行压力。

其二，外资流出压力增加。“外资抄底”

是本轮市场上涨重要的做多逻辑之一， 不过

10月股市可能面对较大的外资流出压力。 9月

29日，美元指数盘中创出85.80点阶段新高，经

过近5个月的上涨，已经冲破了前期的重要压

力位，后市看涨预期强烈。 本轮美元上涨的部

分原因在于欧元下跌，但另一层重要原因则在

于美联储宽松政策退出的预期，正是由于后一

个推动力的存在，分析人士预计美元指数后市

将继续保持向上态势。 对于新兴市场股市来

说，美元走强将引发资金回流美国，是典型的

短期负面因素。实际上，恒生指数9月初以来持

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资金流出。

其三，大小非减持压力增加。 据WIND数

据，9月以来， 沪深股市重要股东净减持额为

325.78亿元； 而6-8月的净减持额则分别为

87.62亿元、98.90亿元和163.96亿元。 从中不难

发现，9月大小非净减持额几乎与过去三个月的

加总数值相当。 作为A股市场最具话语权的群

体， 产业资本对当前市场的谨慎态度很可能会

较大程度封杀市场在10月份继续向上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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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变动次数 涉及股东人数 总变动方向 净买入股份数合计(万股) 参考市值(万元)

东旭光电

7 2

减持

-20,506.95 -174,346.54

亿利能源

2 2

减持

-10,480.71 -81,358.72

闰土股份

7 4

减持

-4,033.73 -79,722.67

巨力索具

6 3

减持

-11,157.00 -79,578.52

中超电缆

3 1

减持

-6,408.00 -69,702.08

大族激光

11 8

减持

-3,266.30 -65,654.48

康得新

4 1

减持

-2,160.00 -61,490.14

巨星科技

14 7

减持

-5,269.45 -59,814.51

美邦服饰

1 1

减持

-5,055.00 -54,740.95

东方日升

3 2

减持

-5,580.00 -51,524.37

9月以来减持市值居前的部分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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