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名称

成交价

（元）

折价率

(%)

当日

收盘价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0273.SH

华芳纺织

9.20 -5.83 9.96 1,822.00 16,762.40

601258.SH

庞大集团

5.78 -9.97 6.28 2,100.00 12,138.00

000738.SZ

中航动控

18.44 4.30 19.24 630.00 11,617.20

601567.SH

三星电气

12.53 -9.99 13.99 802.00 10,049.06

600737.SH

中粮屯河

6.17 -9.13 6.74 1,500.00 9,255.00

600273.SH

华芳纺织

9.20 -5.83 9.96 940.00 8,648.00

600767.SH

运盛实业

8.95 -9.96 10.56 850.00 7,607.50

000793.SZ

华闻传媒

12.70 -0.31 13.00 593.56 7,538.21

002650.SZ

加加食品

12.00 -4.76 12.37 600.00 7,200.00

000738.SZ

中航动控

18.44 4.30 19.24 370.00 6,822.80

600273.SH

华芳纺织

9.20 -5.83 9.96 650.00 5,980.00

601258.SH

庞大集团

5.78 -9.97 6.28 1,000.00 5,780.00

002548.SZ

金新农

9.61 -10.02 10.59 551.00 5,295.11

601258.SH

庞大集团

5.78 -9.97 6.28 900.00 5,202.00

002694.SZ

顾地科技

8.24 -9.95 9.12 539.20 4,443.01

002489.SZ

浙江永强

12.98 -9.99 14.39 300.00 3,894.00

002071.SZ

长城影视

21.19 -2.84 22.30 150.00 3,178.50

000650.SZ

仁和药业

7.29 -4.33 7.67 375.00 2,733.75

002252.SZ

上海莱士

39.48 -5.00 41.87 65.74 2,595.23

600273.SH

华芳纺织

9.20 -5.83 9.96 250.00 2,300.00

300135.SZ

宝利沥青

7.60 -9.74 8.14 297.98 2,264.65

600273.SH

华芳纺织

9.20 -5.83 9.96 242.00 2,226.40

600556.SH

北生药业

9.86 -1.10 9.90 220.00 2,169.20

600556.SH

北生药业

9.86 -1.10 9.90 213.38 2,103.93

002399.SZ

海普瑞

25.48 -5.00 27.04 73.97 1,884.76

600273.SH

华芳纺织

9.20 -5.83 9.96 203.00 1,867.60

002603.SZ

以岭药业

30.04 -10.01 34.32 60.00 1,802.40

000650.SZ

仁和药业

7.29 -4.33 7.67 195.00 1,421.55

600273.SH

华芳纺织

9.20 -5.83 9.96 148.00 1,361.60

600273.SH

华芳纺织

9.20 -5.83 9.96 145.00 1,334.00

新三板成交额前20股票市场表现

代码 名称 现价（元） 涨跌幅 换手率 成交金额(万元) 总股本（亿股）

430719.OC

九鼎投资

4.81 -1.03% 0.46% 3396.48 40.74

831028.OC

华丽包装

6.61 0.15% 7.24% 859.30 0.57

430002.OC

中科软

10.00 -0.10% 0.26% 500.00 2.12

430103.OC

天大清源

21.71 -1.54% 1.33% 417.61 0.23

830978.OC

先临三维

12.16 0.00% 1.21% 292.13 0.50

830881.OC

圣泉集团

13.39 1.21% 0.07% 167.15 2.57

430318.OC

四维传媒

10.00 0.00% 0.34% 116.94 0.57

430357.OC

行悦信息

3.10 1.64% 0.55% 112.57 0.87

430074.OC

德鑫物联

10.88 -7.64% 0.18% 110.99 0.65

430005.OC

原子高科

27.00 -0.66% 0.05% 83.70 0.66

430028.OC

京鹏科技

4.07 4.36% 0.28% 64.65 0.59

430558.OC

均信担保

1.78 0.00% 0.10% 51.62 3.40

430088.OC

七维航测

11.19 1.18% 0.14% 51.42 0.59

430339.OC

中搜网络

23.00 4.55% 0.07% 48.86 0.48

830837.OC

古城香业

12.97 -0.31% 0.14% 45.44 0.65

430476.OC

海能仪器

12.25 -0.33% 0.51% 44.24 0.16

430019.OC

新松佳和

5.69 -1.90% 0.49% 43.20 0.25

430394.OC

伯朗特

6.00 -9.09% 1.08% 34.20 0.18

430435.OC

数聚股份

4.00 203.03% 6.21% 32.00 0.05

430243.OC

铜牛信息

9.10 10.98% 0.38% 31.42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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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部分个股大宗交易情况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172.95亿元资金净流出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上周五开始的大盘调整本周一仍在继

续，截至昨日收盘，沪综指和深成指全天分别

下跌0.36%和0.58%，场内资金因此大幅出逃。

昨日沪深两市共计出现172.95亿元资金净流

出。 短期而言，在沪综指10月“开门红” 创出

20个月新高后，技术上的调整压力给指数带来

的波动将有所增强。

行业方面， 申万一级行业昨日涨少跌

多，共有包括采掘、国防军工、有色金属、钢

铁等在内的10个行业板块实现上涨， 其中，

涨幅位居前三甲的采掘、国防军工、房地产

指 数 全 天 分 别 上 涨 了 1.59% 、1.53% 和

0.73%。与之相对，食品饮料、非银金融、银行

板块则跌幅较大， 全日具体跌幅分别为

1.85%、1.03%和0.91%。

与走势表现不同，昨日行业板块呈现全

面的资金净流状态， 除申万采掘板块获得

2.41亿元资金净流入外，其余27个行业板块

悉数遭遇资金撤离。 其中资金净流出最为明

显的是电子、计算机、化工、非银金融和机械

设备板块， 具体净流出金额分别为16.01亿

元 、15.29 亿 元 、11.53 亿 元 、11.51 亿 元 和

11.39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一方面随着大盘反复上演

“新高秀” ，回调风险也随之不断积累；另一方

面，近期欧美股市普遍出现下跌，对A股走势带

来消极映射效应，部分偏悲观资金出于避险考

虑选择暂时离场防御。 不过，考虑到昨日出炉

的9月进出口数据优于预期， 进一步释放经济

企稳信号，因此短线大盘虽有调整，但下调幅

度料较为有限。

三压力来袭 机构齐唱“秋收曲”

□本报记者 龙跃

伴随外围股市调整、政策预期逐渐兑现以及

三季报披露开启三大压力的“现身” ，近期看淡

短期市场的研究机构明显增多。尽管多数分析师

都继续对市场中期趋势保持乐观，但短期策略上

大多建议投资者适当进行获利了结操作。

谨慎情绪明显提升

进入10月份后，尽管整体市场运行仍然保

持着相对强势，但资金情绪回归谨慎的迹象已

经越来越明显，大盘也因此来到了一个多空分

歧加大的敏感位置。

受美股下跌等不利因素影响，本周一沪综

指以2366.43点明显低开， 并且在开盘后一度

出现快速跳水，盘中最低下探至2341.12点；上

午10点30分过后，大盘逐渐企稳反弹，但未能

上演收红好戏，尾市仅以2366.01点报收，下跌

8.53点，跌幅为0.36%。 与沪综指类似，两市主

要指数昨日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 其中，

深成指收报8164.07点，下跌0.58%；沪深300指

数收报2454.95点，下跌0.48%；创业板指数收

报1548.33点，下跌0.38%。

在经历了开门红行情后，10月以来A股类

似于昨日的低迷走势屡屡上演，显示资金情绪

有重归谨慎的倾向，这一点在个股方面表现得

更为显著。 一方面，部分前期强势股盘中开始

出现“断头铡” 走势。比如，昨日安居宝在两市

个股中居于跌幅第一， 盘中数度触及跌停板，

而该股恰恰就是近两年市场中表现最好的品

种之一。 另一方面，情绪性主导的下跌开始出

现，比如在没有显著利空消息打压下，昨日食

品饮料板块整体下跌近2%。

分析人士指出， 资金情绪开始重归谨慎，

与当前市场所处位置有关。 7月以来，仅沪综指

的累计涨幅就超过了15%，在经济基本面支撑

有限的情况下，市场的快速上涨难免引发不安

情绪。 此外，经过近三个月的上涨，个股被资金

挖掘的已经比较充分，高高在上的股价也很容

易导致投资者“审美疲劳” 。

机构建议逢高“秋收”

在市场波动加大的情况下，前期相对乐观

的研究机构的观点也开始转向谨慎。从近期发

布的策略报告看，多数分析师都认为市场会经

历一段相对明显的调整过程，建议投资者10月

采取逢高获利了结的策略。 总体来看，研究机

构看淡短期市场的理由主要有三：

首先，外围股市波动加剧。 申银万国分析

师指出，近期欧美股市大跌，对海外市场风险

的继续发酵不可不察。 与近期A股市场的火热

相比，海外市场十分动荡。经济数据方面，全球

PMI连续3个月下滑，显示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德国8月数据下滑明显， 出口萎缩5.8%，创

2009年1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尽管美国就业数

据显示向好，但外围经济增长放缓引发美联储

担忧，加上近期美元强劲升值使得美国国内通

缩压力加大，FOMC会议纪要意外偏鸽派，暗

示对加息趋于谨慎。 海外市场风险偏好下行，

加上对中国经济前景有所担忧，导致近期资金

持续流出中概股，10月2日-8日外资流出中概

股9.8亿美元，这一趋势已持续四周，累计流出

23.9亿美元， 其中80%是由专投中国股票基金

的赎回导致， 周均流出6亿美元。 申银万国认

为， 海外风险的进一步发酵或波及A股市场，

尤其是海外小盘股的暴跌对于国内小市值股

票的映射作用值得关注。

其次，三季报披露窗口开启，业绩压力增

大。银河证券分析师表示，8月国内宏观数据显

示经济仍在缓慢出清轨道上， 工业、 投资、消

费、出口均有不同程度调整，在刺激力度减弱

后，经济趋势也在减弱。 总体看，三季报披露阶

段，预计业绩对市场的推动力不强，甚至可能

成为压制因素， 建议规避个股的业绩风险，并

因此对10月行情相对谨慎。

最后，政策预期提振效果可能边际递减。兴

业证券认为，“沪港通” 等提升市场风险偏好的

事件面临兑现，股市存在利好“见光死” 风险。

A股市场此前对于改革充满了“朦胧美” ，但随

着朦胧预期的面纱临近揭开， 市场短期面临不

确定性风险。 此外，“沪港通” 本身所带来的短

期外资流入未必充沛，而AH相对溢价也已经基

本消除。随着“金九银十” 行情兑现各种政策利

多预期，10月中后期市场的风险偏好可能阶段

性转向，并给市场带来下行风险。

整体来看，多数研究机构近期都建议投资

者在10月适当降低股票仓位， 并把持仓向医

药、环保等前期涨幅不大、确定性较强的板块

倾斜，并等待更好的中线建仓时机。

■

新三板观潮

做市转让金额再破千万 新兴产业获热捧

新三板81只股票成交 创历史新高

□本报实习记者 黄丽

本周一， 新三板活跃度较上周出现明显提

升，共有81只新三板个股出现成交，创下做市制

度实施以来的新高。 做市制度已实施一个月有

余， 新三板股票的成交数量通常维持在60-70

只左右， 但昨日的交投热度和近期新三板的动

态表明，资金已经逐渐开始关注新三板市场，掘

金潮或将涌现。

做市转让金额过千万

10月13日， 虽未出现成交金额破亿元的

“黑马” ，但新三板市场整体来看表现得十分健

康，总成交金额达6916.59万元，共81只股票出

现了成交。协议转让个股依旧是市场主力，昨日

共有40只股票发生交易，成交金额达5902.18万

元；做市转让也有亮点，54只做市股票中有41只

出现成交， 交易金额突破了千万元大关，为

1014.42万元。 事实上，做市制度实施以来，做市

转让成交金额冲破千万元关口的交易日为数不

多，而昨日正是其中一次。

从个股的交投情况来看，九鼎投资交投热度

不减，昨日成交9.86万手，成交金额达3396.48万

元，依然是新三板市场中唯一一个成交金额在千

万元量级的个股。 值得注意的是，九鼎投资上周

四晚发布公告称， 拟发起设立海外资产配置基

金，并认缴出资500万美元，该基金将主要投资于

美国房地产及美国私募股权基金。但公司同时也

表示，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经营不利发生亏损的风

险。 昨日，九鼎投资收报4.81元，下跌1.03%。

昨日新三板共有9只个股成交金额超过了

100万元。 除九鼎投资以外，协议股中，华丽包

装、中科软、天大清源、圣泉集团成交金额比较

高，都超过了100万元。 做市股中也有4只个股

成交金额突破百万元，分别是先临三维、四维传

媒、行悦信息、德鑫物联。 这些成交额较大的个

股在新三板市场中交投一直都处于比较活跃的

状态。

两只新三板股票实现翻倍

昨日新三板市场发生交易的81只个股中，

共有32只个股实现不同幅度的上涨，18只股票

收平，还有31只个股出现下跌。 共有8只股票上

涨幅度超过10%，主要出现在信息技术行业。 其

中，两只协议转让股票数聚股份、雅达股份实现

翻倍，分别上涨203.03%、104.55%。

数聚股份昨日成交金额为32万元， 股价收

报4.00元。 数聚股份属于信息技术行业，是专门

从事信息管理和商业智能的计算机软件公司。

最新中报显示， 数聚股份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1995.39万元，同比增长73.87%；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50.4万元，同比增长474.7%。而

雅达股份昨日成交金额为1.8万元，相比于4.9亿

元的总市值，该股再一次实现无量翻倍。

另一只上涨幅度比较大的个股是金达莱，

该股上周五大跌46.8%， 本周一成交金额28.05

万元，上涨90.87%，成功实现“逆袭” 。 至此，金

达莱股价达25.50元，是目前新三板中价格较高

的股票，仅次于原子高科。 据公司官网介绍，金

达莱是擅长治理污水废水的高科技环保企业。

此外，昨日也有31只个股出现不同幅度的下

跌，但下跌幅度相对较为和缓，仅有2只个股下跌

幅度超过10%。 其中，冰洋科技领跌新三板，成交

金额4.50万元，大跌64.71%，报收于1.50元。 根据

Wind资讯，该公司位于辽宁大连，主营海洋水产

品加工和海水养殖。 中报显示，冰洋科技上半年

亏损176.57万元。 另一只跌幅超过10%的股票为

求实智能，该股昨日成交金额仅0.68万元，股价

下跌19.64%。 Wind资讯显示，求实智能主营业

务为数字家庭、智能家居、酒店智能系统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

对比周一沪深两市普跌的情况来看， 新三板

市场昨日表现较为亮眼，交投范围明显扩大，成交

热度也比以往均衡。从个股表现来看，新兴产业依

然是资本关注的重点。 此外，据了解，多家创投机

构已悄然入驻新三板，未来新三板行情值得关注。

配置重心仍为成长

□广发证券 陈杰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股市的趋势和基本

面趋势基本一致；以及全球资本市场是联动的，

A股市场的大趋势应该和海外股市基本一致这

两大股市长期经验在今年都先后失效， 且由于

当下的市场环境极为复杂， 很多投资者认为现

在的市场特征和1998-2001年的A股非常类

似， 而当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 “5·19行

情” 。 通过将现在和“5·19” 前后的市场进行了

详细对比，可以发现了很多共通点，如今年基本

面和股市“脱钩” ；国内的股市以及政策面和海

外刚好“背道而驰” ；当前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

的深化期；政策对股市“百般呵护” ；小票和主

题概念被市场疯狂追捧； 今年A股很多资本运

作的案例可以隐约看到1999年的影子。

既然当前市场环境与“5·19” 十分类似，则

“5·19” 后期的一些市场特征，将会给投资者带

来一定的启示。 一方面，从“5·19” 行情启动到

2001年6月14日见顶后行情最终结束， 小盘股

始终强于大盘股，并没有发生“风格转换” 。 直

到大盘见顶回落之后，大小齐跌，由于大盘股跌

得比小盘股少，才发生了“风格转换” 。

另一方面，在美国“科网泡沫” 破灭后，A

股的行业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虽然美国“科

网泡沫” 于2000年3月破灭，在此后一年，A股

仍为牛市。 但若以“科网泡沫” 破灭的时间为

界，则可以发现“5·19” 行情的上、下半场，强

势行业有明显不同。 在“科网泡沫” 破灭前，

传媒、 电子、 计算机等科技类行业容易出牛

股；而在“科网泡沫” 破灭之后，汽车、医药等

偏消费类的行业则更容易出牛股； 地产则是

两个阶段均最强势的行业， 因为当时是地产

市场刚开始商品化的阶段， 地产是当时成长

空间最大的行业。

结合以上“5·19” 后期的市场特征，当前

时点对于投资者的操作建议是：一方面，短期

内基本面和海外因素对A股市场的影响并不会

太大，最重要的还是政策和政治环境。 目前来

看，该环境仍在进一步改善，因此年内对市场

继续乐观，明年可能会出现一些政策风险。 从

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四季度同比数据会改善，

但仍会较弱，这种弱波动对市场的影响并不会

太大；从海外因素来看，目前美国有政策收紧

预期，但国内仍处于宽松加码阶段，因此这次

海外股市的回调对A股的影响也不会太大。 综

上来看， 政策和政治环境对目前的A股趋势更

为关键。而从今年以来的政策路径来看，“供给

+需求” 双向发力的政策路径越来越清晰，这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市场信心。 更长期来看，引

发市场真正调整的风险可能也会来自政策面，

如注册制的放开、 对兼并收购违规模式的清

查、货币政策收紧等，而这些风险事件在明年

是有可能出现的。

另一方面，投资者应放下对“风格转换” 的

纠结，配置重心仍应为成长股，但需警惕概念类

成长股的回调，着重配置业绩支撑型成长股，如

在成长股中超配海工、医药、环保。 此外还建议

关注9月数据超预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鉴于

很多投资者都预期会有一次轰轰烈烈的“风格

转换” 来结束本次行情，即类似于2007年的“5·

30” 。 但从“5·19” 案例可以看出，有时候一轮

行情从始到终都可能不会发生“风格转换” 。 因

此，投资者不必太纠结于“风格转换” 问题，关

键是选出什么行业是符合大时代背景的“真成

长” 。 此外，投资者确实需要警惕近期纳斯达克

指数回调对国内一些概念类成长股造成的冲

击，正如2000年“科网泡沫” 破灭后，虽然A股

继续上涨，但科技股表现明显回落一样，因此建

议投资者超配三季报有明显业绩支撑且前期涨

幅不大的成长股，亦即海工、医药、环保，以及9

月数据超预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创业板受阻历史高点

□本报记者 龙跃

受外围股市表现低迷等因素影响， 沪深股

市本周一继续呈现弱势格局。其中，创业板指数

连续三个交易日出现明显盘中调整， 受制于

1571.40点历史高点技术压力的特征比较明显。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1548.18点小幅低开，开

盘后不久即经历一轮明显跳水， 盘中最低下探

至1527.70点；上午10点30分过后，整体市场逐

渐转强，创业板指数也逐渐收复失地，盘中最高

上探至1548.88点；但指数明显受到前期历史高

点1571.40点压制，虽然拒绝明显调整，但短期

也无力上涨， 尾市只能以1548.33点下跌报收，

跌幅为0.38%。 在成交方面，创业板指数昨日全

天成交163.0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小幅缩量，但

上午跳水时量能明显放大。

个股方面， 周一正常交易的338只创业板

股票中，有149只实现上涨。 其中，阳谷华泰、飞

凯材料、雷曼光电等9只个股收报涨停，当日涨

幅超过3%的个股共有52只。 与之对比，昨日有

183只创业板股票出现下跌。 其中，安居宝盘中

一度跌停，尾市以下跌9.30%报收；天玑科技等

31只个股的跌幅超过3%。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三季报披露时点的到

来以及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持续调整， 创业板压

力正处于持续增加的状态中， 建议投资者对该

板块中不具备业绩支撑的品种保持高度谨慎。

食品饮料“意外”下跌

□本报记者 龙跃

进入10月份后， 市场谨慎情绪明显提升，

这使得大消费板块得到资金热情追捧。但是，作

为消费股的典型代表， 食品饮料板块本周一却

出现明显调整，令不少投资者大感意外。

食品饮料板块昨日早盘即出现明显调整。

申万食品饮料指数昨日以4954.79点明显低开，

开盘后短期内出现快速跳水， 盘中最低下探至

4826.14点， 最大跌幅一度超过3%， 尾市以

4894.67点报收，下跌92.15点，跌幅为1.85%，在

所有行业申万一级指数中居于跌幅第一位。 行

业内67只成分股仅有19只收盘上涨，跌幅超过

2%的个股则多达12只。其中，皇台酒业、伊利股

份、三元股份和老白干酒的跌幅超过4%。

食品饮料板块昨日的下跌令投资者多少感

到有些意外。 在近期场内资金纷纷寻找消费股

作为避风港的背景下， 食品饮料板块却出现大

幅下跌，在逻辑上找不到合理解释。有分析人士

表示，在整体估值不高的情况下，预计食品饮料

板块的下跌不具备持续性， 建议投资者后市逢

低关注其中的优质品种。

■

两融看台

医药生物行业

融资关注度高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披露的10月10日两融数据显示，融资

融券余额达到了6470.73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增

长了62.93亿元，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值

得关注的是， 医药股再度成为融资客最为青睐

的行业，预示着行业投资机遇的到来。

10日，融资买入额为577.08亿元，较此前的

600多亿元有所回落；由于偿还额仅为513.39亿

元，当日的净买入额仍然高达63.68亿元。

大多数行业均获得了融资净买入。 其中，

10日融资客最为青睐的行业是医药生物，该行

业以7.56亿元的净买入额高居榜首。 同时，非银

金融、汽车、建筑装饰、银行、交通运输行业的融

资净买入额也均超过了4亿元。 相反，仅有采掘

和休闲服务行业呈现融资净偿还状态。

个股方面，10日中国电建的融资净买入额

达到3.61亿元，遥遥领先于其他个股居于首位；

中国平安、万向钱潮、京东方A和北京银行的融

资净买入额也均超过了1.3亿元。相反，招商地产

和冀中能源的净偿还额均超过了1亿元。医药股

方面，中国医药、华润双核、九州通和健康元等

个股的融资净买入额居前， 分别为8491.91万

元、7345.34万元、5762.54万元和4464.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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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277.SH

亿利能源

4.99 13,788.60 20.89 0.82 34.72

002277.SZ

友阿股份

6.39 10,860.37 9.59 1.14 25.44

601001.SH

大同煤业

10.06 10,270.54 15.20 0.74 -209.65

600789.SH

鲁抗医药

9.95 10,107.30 22.57 2.06 -325.99

600109.SH

国金证券

2.95 10,071.77 7.57 0.32 61.44

600765.SH

中航重机

5.85 9,560.82 9.39 0.46 135.82

603306.SH

华懋科技

5.99 9,466.97 14.99 9.07 46.73

600406.SH

国电南瑞

2.62 8,447.03 7.03 0.22 24.55

600767.SH

运盛实业

6.24 8,045.59 20.95 2.28 -56.60

000738.SZ

中航动控

8.82 7,875.20 5.92 0.37 102.85

大宗交易表

新三板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