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条）加码智慧医疗 延华智能涨停

停牌3个多月的延华智能于1月15日晚间发布重组预案， 昨日复牌后一

字涨停，股价报收于12.58元，成交额仅为2280万元，投资者惜售情绪明显，短

期该股有望延续升势。

延华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成电

医星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表示，通过本次并购，可以延伸公司智

慧医疗领域产业链， 使得公司迅速切入智慧医疗产业链上游医疗信息化行

业，提升公司在智慧医疗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与整体实力，为公司“医疗先行”

战略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医疗信息化的普及，

智慧医疗有望大幅提升医疗工作的效率并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目前行业内

已有众多公司涉足智慧医疗，随着市场的扩容，相关领域有望实现爆发式增

长。 此外，延华智能复牌首日投资者惜售情绪明显，短期该股有望延续升势。

（徐伟平）

（三条）机构抢筹 一心堂涨停

随着年内第一批上市新股申购结束，昨日次新股概念全面爆发，再加上

机构投资者大肆抢筹助推，一心堂昨日强势涨停。 截至收盘，该股股价上涨

4.00元报43.97元。

根据深交所龙虎榜信息，昨日卖出一心堂金额最大的前五大席位全部为

营业部席位，卖出金额大致在295.84万元-422.91万元之间；与之相对，昨日

买入一心堂金额最大的前五大席位中则有四席为机构专用，唯一的营业部席

位财通证券温岭东辉北路营业部买入金额为988.74万元，其他四家机构买入

金额则分别为4720.58万元、4313.42万元、3124.54万元和782.60万元。 从金

额来看，机构强力“扫货”是拉升一心堂涨停的关键。

观察分时图，一心堂昨日上涨动力强劲，午前即接近涨停，午后稍事休整

二度上攻，最终在下午2点半前封死涨停。 值得注意的是，该股昨日成交额达

到3.39亿元，环比前一日的9238万元增长明显，而上述四家机构投资者累计

买入金额即占比该股全天成交的38.17%。 （叶涛）

（三条）机构甩卖 赢时胜仍涨停

连跌两个交易日后，赢时胜昨日走势惊人，全天换手率高达25.44%，股

价则封上涨停，重返5日均线上方。 但根据深交所龙虎榜信息，卖出赢时胜金

额最大的席位中机构席位占据两席。

赢时胜昨日以49元明显低开之后，受源源不断的买盘力量支撑，股价持

续震荡走高，午后涨幅虽有所收窄，但尾盘大额买单“临门一脚” 令股价成功

触及涨停。 截至收盘，该股报54.78元，全天成交额则为3.72亿元。

根据龙虎榜数据，昨日买入赢时胜金额最大的五大席位全部为营业部席

位，金额在500.41万元-1095.59万元之间，同期这五家席位卖出金额都很小，

均不超过15万元；但当天卖出该股金额最大的席位则为机构席位，具体金额

为889.60万元，此外卖出该股金额第五大的席位也是机构席位，卖出金额为

426.33万元。而且从买入金额看，上述两家机构席位买入金额悉数为零，显示

对赢时胜看空预期较为坚决。（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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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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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动股扫描

AH溢价创38个月新高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以来， 沪港通单日额度使用情况整体呈

现出“沪弱港强” 特征，周初沪股通一度连续出现

卖盘大于买盘的情况， 周三虽然沪股通重回净买

入格局，但买盘力度较弱，全周仅在周四沪股通的

额度使用率超过了港股通。

但本周五，回归的“北热南冷” 的格局再度被

打破。沪股通出现了4.22亿元的净买入，额度余额

为125.78亿元，使用率回落至3.25%；与此同时，港

股通有9.69亿元的净买入， 额度余额为95.31亿

元，使用率上升至9.23%，为今年以来的次高点。

标的股方面，A股中的洛阳玻璃强势涨停， 白云

山、紫金矿业、上海电气和广深铁路的涨幅居前。

与额度使用情况相反， 昨日上证综指高开后

在有色、煤炭、银行等权重股的接连拉抬下一路震

荡走高，午后一度摸高至3400点上方，但尾盘涨

势有所回落， 最终报收于3376.50点， 涨幅为

1.20%；恒生指数则在早盘低开154点后呈现震荡

整理走势，下跌1.02%，报收于24103.52点，下破5

日均线位置。 由此，恒生AH股溢价指数昨日上涨

1.67%至133.38点，盘中一度触及134.59点，创下

了2011年10月6日以来的新高。

计算机指数创历史新高

□

本报记者 龙跃

随着金融股进入震荡阶段， 不少前期表现低

迷的行业板块开始明显走强。 本周，申万计算机指

数大幅上涨近10%，周五创出3885.32点历史新高。

计算机板块本周表现活跃，全周5个交易日中

有3个交易日出现上涨，且均为涨幅可观的中阳线。

本周五，申万计算机指数以3885.36点小幅高开，全

天保持震荡上行的走势， 盘中最高上探至3885.36

点，创出历史新高，尾市以3878.19点报收，涨幅高

达4.71%。 至此，本周申万计算机指数累计上涨了

9.40%，在全部一级行业指数中居于涨幅第一位。

从个股角度看，本周仅有7只计算机板块成分

股出现下跌，却有112只成分股实现上涨。 其中，

周涨幅超过20%的个股共有14只，用友软件、鼎捷

软件、中科金财周涨幅居前，分别上涨了35.30%、

29.32%和28.01%。

分析人士指出， 计算机板块本周大幅走强的

原因有二：一是金融等权重股休整，给计算机等新

兴产业板块带来了一定分流资金；二是近期行业利

好政策不断， 客观上提升了资金参与该板块的兴

趣。短期而言，计算机板块有望继续保持强势格局。

互联网金融指数

创一年半新高

□

本报记者 李波

互联网金融指数本周表现抢眼， 周涨幅为

10.81%， 在所有wind概念指数涨幅榜上排名第

二，并且在周五创出近一年半以来的新高。政策红

利释放和行业前景向好， 成为资金涌入互联网金

融板块的两大动力。

该指数周一和周二分别上涨2.97%和2.37%，

周三回调1.50%，周四微涨0.91%，周五强势爆发，

大涨5.77%， 创出2013年8月2日以来最大单日涨

幅，其中，内蒙君正、生意宝、三六五网、东方财富

等9只成分股涨停。

互联网金融概念的强势爆发主要源自政策面

红利和产业前景向好。 本周，央行下发《关于推动

移动金融技术创新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这是

监管部门针对移动金融整体技术架构和管理办法

的首次完善。 管理层对于移动化趋势的认可和鼓

励，将对移动金融发展前景产生重大影响，给相关

行业带来直接利好。从产业发展来看，近年来互联

网金融发展迅速，可以预见，未来几年移动支付有

望实现全方位的提升，跨境支付需求增长强劲，互

联网金融产业还将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

分析人士指出，鉴于政策扶持力度加大、行业前

景向好，互联网金融概念还将不断掀起炒作热潮；不

过在大幅反弹后，需留意板块内部的个股分化。

新三板活跃度显著提升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继前几个交易日交投低迷后， 周五新三板的

交投活跃度显著提升， 昨日新三板共有157只股

票成交，合计成交额达到9749.23万元，总成交额

较前一个交易日明显增加。个股涨跌幅再度扩大，

有17只股票涨幅超过10%，13只股票涨幅超过

20%，雪郎生物涨幅最大，达到39100%，但成交额

较小，仅为1.18万元。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正常交易的157只新三

板股票中，24只股票成交额突破百万元， 九鼎投资

和成大生物的成交额突破千万元，分别为1356.27万

元和1071.03万元，这两只股票均为协议转让股。 与

之相比，罗曼股份、均信担保和中矿华沃的成交额较

小，分别为0.28万元、0.21万元和0.19万元。

从新三板股票的市场表现来看， 个股涨跌幅

明显扩大。 昨日有72只股票实现上涨，17只股票

涨幅超过10%，13只股票涨幅超过20%,值得注意

的是，雪郎生物登陆新三板以来波动幅度较大，股

价一度从最高价5元跌至0.01元， 但昨日大涨

39100%后，股价再度冲高至3.92元，但成交额较

小，仅为1.18万元。 与之相比，在下跌的61只股票

中，有13只股票跌幅超过10%，金宏气体、科能腾

达和华电电气则跌幅均超过六成。

两融余额突破11000亿元

融资客坚守蓝筹股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1月8日以来， 沪综指结束了此前的连续

上攻，开启高位震荡模式。 与之相比，以小盘

成长股为代表的创业板指数短期触底后，强

势反弹，赚足了市场的眼球。 不过两融市场中

的投资者并未被成长股的强势所吸引， 融资

客不惧诱惑，选择坚守在蓝筹股的阵营中。 市

场震荡期间， 融资净买入额居前的股票均为

蓝筹板块。

融资客坚守蓝筹股

1月8日，沪综指下跌2.39%，结束了四连

阳，下破3300点整数关口，宣告股指短期步

入高位震荡模式。 期间沪市的单日成交额出

现缩量，显示资金谨慎情绪升温。不过两融市

场的热度并未降温，1月8日沪深两市的融资

融券余额为10603.98亿元，随后继续攀升，单

日的增幅一度达到155.27亿元，至1月15日两

融余额已经冲上11000亿元， 达到11131.97

亿元。

既然两融市场热度不减，那么融资客布局

方向是什么呢？ 考虑到融资的成本，融资资金

一般倾向于右侧交易，选择借势发力。 而在股

指震荡期间，以小盘成长股为代表的创业板指

数期间累计上涨7.63%，短期保持强势，按以往

的规律来看，融资客可能会短期加仓新兴成长

板块。 不过事实上，融资资金选择了不惧诱惑，

坚守蓝筹阵营。

据Wind资讯统计，1月8日以来，在28个申

万一级行业中，有13个行业板块的融资净买入

额超10亿元，此类品种在股指震荡期间是融资

客重点加仓的品种，其中非银金融和银行板块

的融资净买入额遥遥领先，超过百亿元，分别

为138.01亿元和102.10亿元。 紧随其后的机械

设备、化工和房地产板块融资净买入额超过20

亿元， 分别为64.03亿元、30.23亿元和23.58亿

元，上述品种均属于典型的蓝筹板块。 与之相

比，在这13个行业中，仅有计算机板块来自新

兴成长军团， 期间融资净买入额为11.46亿元，

新兴成长股颇受冷遇。

蓝筹行情仍可期

融资客的嗅觉敏锐，在蓝筹震荡，小盘走

强之际依然对蓝筹股不离不弃。 这可能意味着

蓝筹股的后市行情尚未结束，市场风格可能依

然偏向蓝筹股。

一方面， 政策暖风依然聚集在蓝筹股中。

国家发改委1月16日批复两项铁路和轨道交

通项目， 具体为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

设规划和新建弥勒至蒙自铁路项目。 在近期

规划中， 济南将至2019年， 建成市域快线R1

线、R2线一期工程和R3线一期工程，长约80.6

公里，总投资为437.2亿元。新建弥勒至蒙自铁

路则全长116.4公里， 项目投资总额预估为

94.2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自2014年10月1日

以来，国家发改委共批复43个项目（不包括上

述两个项目），涵盖机场、铁路、公路、城市铁

路等基建领域， 项目投资总额度共达到了

13648.97亿元。 在经济下滑压力增大的背景

下，市场对于稳增长政策预期升温，而受益于

政策的基建、 铁路等大多数品种均属于典型

的蓝筹板块。

另一方面， 资金对于蓝筹股的驱动力仍

在。 经过此前的连续放量上涨，资金已经沉淀

在蓝筹板块中， 这部分新增资金体量加大，市

值偏小的小盘股显然缺乏容纳的能力， 此外，

从估值上看， 创业板目前整体市盈率逼近70

倍，不少股票的估值超过100倍，此类品种的估

值压力较大， 短期反弹空间不宜期望过高，从

资金的角度来看，资金可能更倾向于在蓝筹股

中做文章。

跷跷板变双人舞 市场风格趋均衡

□

本报记者 李波

不同于前期蓝筹股和题材股此消彼长

的跷跷板格局， 昨日创业板指数大涨的同

时，蓝筹股也有抢眼表现，带动主板指数继

续反弹。 目前牛市逻辑未变，蓝筹股仍是市

场主流，但身处高位继续单边大涨的难度增

大；创业板指数走出超跌反弹，但整体估值

承压，上涨高度有限。在此背景下，蓝筹和题

材均难一统天下， 市场风格或趋于均衡，优

质品种将反复表现，后市将进入板块轮动阶

段。 建议围绕反弹龙头、年报业绩和政策红

利三条主线，筛选优质品种，进行高抛低吸

的波段操作。

蓝筹题材共舞 风格趋向均衡

近一个月，市场风格天平出现剧烈摇摆：

去年12月后半月，主板指数高歌猛进，创业板

指数高台跳水；今年1月份以来，主板指数停

脚稍息，创业板指数卷土重来。 具体到单日表

现， 大盘蓝筹股和小盘题材股更是呈现出此

消彼长、你涨我跌的“跷跷板” 走势，也令市

场对于风格切换的讨论快速升温。 不过，“跷

跷板”格局在昨日悄然生变，大小盘股昨日齐

头并进，久违的“双人舞” 再现市场。

昨日早盘，银行、有色金属等大盘蓝筹股

表现强势，带动股指震荡上行；之后虽然上涨

力度有所趋缓，但创业板指数异军突起，大幅

反弹。 值得注意的是，小盘股的崛起并未使蓝

筹掉头向下，创业板快速领跑的同时，主板也

在小幅跟进，二者同向上行。 截至昨日收盘，

上证综指收报3376.50点，上涨40.04点，涨幅

为1.20%； 深证成指收报11532.80点， 上涨

49.12点， 涨幅为0.43%。 创业板指数收报

1639.56点， 大涨3.35%； 中小板综指收报

8124.32点，上涨1.42%。

行业方面，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计算机

和传媒指数强势领跑， 涨幅都在4%以上，农

林牧渔、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有色金属等蓝

筹品种也涨幅居前；只有非银金融、房地产和

家用电器逆势小幅下跌。

就当前市场格局而言，由于无风险利率

下行、改革红利释放、资本市场放开等牛市

逻辑未变， 因此作为领涨品种的大盘蓝筹

股依然是市场关注的主流品种， 一旦出现

诸如打新资金逐步解冻、养老金改革推进、

技术指标修复等利好因素， 蓝筹股便重现

生机。 不过，处在目前高位，不论是基本面

预期还是资金追涨意愿， 都难以支撑大盘

蓝筹股继续单边上涨。 另一方面，以创业板

为代表的小盘题材股在持续回调之后展开

反弹，但鉴于其整体估值依然高企，走势难

以反转，超跌反弹更多是资金短线炒作，上

涨空间不大。

由此来看， 大盘蓝筹股和小盘题材股当

前均不具备明显的优势以称霸市场， 市场风

格更有可能向均衡化演绎。

“大”“小”皆有机会 两主线波段操作

风格均衡化， 既意味着大盘股和小盘股

均存在轮动机会， 也表明二者都难以走出单

边上涨行情， 内部分化也会出现。 在此背景

下，市场将进入板块轮动、波段操作的阶段，

优质品种不论大小，都将反复表现。 操作上，

单纯的赌大小、猜风格的手法面临失灵，在两

个阵营中精选优质股票进行高抛低吸的波段

操作才是上策。

具体来看，可沿三条主线精选优质品种。

首先，在每一轮反弹中，龙头股往往都能贯穿

始终。 因此，只要牛市逻辑清晰，龙头品种就

会反复有活跃表现。 以券商为代表的金融股

是本轮牛市龙头，在资本市场开放、金融创新

加速的大背景下，政策红利将持续释放。 只不

过， 对于前期涨幅较大的品种， 宜 “追跌杀

涨” ，等待调整机会逢低介入。

其次，经历了前期的疯狂上涨，市场情

绪伴随指数的震荡开始回归理性。 当前市

场上有技术面和经济面压力， 下有改革预

期和流动性支撑，震荡格局下，业绩自然成

为择股的重点。 年报业绩披露已经拉开序

幕， 年报业绩优异和高送转品种有望获得

市场溢价。

另外，改革红利仍是本轮牛市的重要驱

动力。 国企改革、土地改革、“一带一路” 等

板块的投资价值将持续显现， 改革进程的

推进将不断注入反弹动能。 而像核电重启

这样的政策利好， 也将为相关品种带来炒

作机会。

创业板指数逼近历史高点

□

本报记者 龙跃

近两个交易周， 创业板指数连续收出

5%左右的周中阳线，持续反弹中，该指数重

回历史高位区域， 已经开始逼近1674.98点

历史高点。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1586.71点小幅高

开，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震荡整理后，指数开

始震荡上行，盘中最高上探至1641.53点，尾

市以1639.56点报收，上涨53.22点，涨幅为

3.35%。 从本周情况看，创业板指数全周累

计上涨5.56%， 连续两个交易周收出中阳

线。 经过近两周的明显反弹，创业板指数已

经重新逼近1674.98点历史高点。

在个股方面，本周有277只创业板股票

实现上涨，有83只个股出现下跌。 其中，周

累计涨幅超过20%的个股有12只， 正业科

技、迦南科技、鼎捷软件涨幅居前，本周分别

上涨了36.92%、34.24%和29.32%。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以金融股为代表的

权重股仍然存在较大的震荡压力，短期创业

板仍将是资金重点关注的领域，预计该板块

将继续保持强势格局，创业板指数下周很有

可能开始挑战历史新高。

2.4亿购地 捷顺科技涨停

捷顺科技周五午间披露，公司近日竞得深

圳市龙华新区观澜科技园的一块新型产业用

地，成交价格2.39亿元。 受此消息推动，捷顺科

技股价午后一路震荡走高，放量涨停。

捷顺科技昨日以19.80元小幅低开，上午持

续弱势震荡整理格局；午后该股震荡上行，尾盘

封死涨停板。 最终，该股收报21.87元，成交3.13

亿元，量能环比周四的1.09亿元显著放大。

公司公告称，竞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后，公司

将在龙华新区观澜科技园投资建设公司总部及

智慧社区产业研发实验基地，预计项目（一期）

建设周期为3年。 项目建成后，将使公司在智慧

社区领域抢占市场先机， 为公司长期快速发展

增添新动力， 同时也能促进公司传统业务的稳

定增长，推进智慧社区产品研发及转化。 分析人

士指出， 昨日该股放量涨停， 资金吸纳迹象明

显，股价突破均线压制，短期走势向好。（李波）

加码智慧医疗 延华智能涨停

停牌3个多月的延华智能于1月15日晚间

发布重组预案，昨日复牌后一字涨停，股价报

收于12.58元，成交额仅为2280万元，投资者惜

售情绪明显，短期该股有望延续升势。

延华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成电医星100%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表示，通过本次并

购，可以延伸公司智慧医疗领域产业链，使得

公司迅速切入智慧医疗产业链上游医疗信息

化行业，提升公司在智慧医疗领域的核心竞争

力与整体实力，为公司“医疗先行” 战略的实

施奠定坚实基础。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逐步

深入以及医疗信息化的普及，智慧医疗有望大

幅提升医疗工作的效率并改善患者的就医体

验。 此外，延华智能复牌首日投资者惜售情绪

明显，短期该股有望延续升势。 （徐伟平）

机构抢筹 一心堂涨停

随着年内第一批上市新股申购结束，昨日

次新股概念全面爆发，再加上机构投资者抢筹

助推，一心堂昨日强势涨停。 截至收盘，该股股

价上涨4.00元报43.97元。

根据深交所龙虎榜信息，昨日卖出一心堂

金额最大的前五大席位全部为营业部席位，卖

出金额大致在295.84万元-422.91万元之间；

与之相对，昨日买入一心堂金额最大的前五大

席位中则有四席为机构专用，唯一的营业部席

位财通证券温岭东辉北路营业部买入金额为

988.74万元，其他四家机构买入金额则分别为

4720.58万元 、4313.42万元 、3124.54万元和

782.60万元。 从金额来看，机构强力“扫货” 是

拉升一心堂涨停的关键。

该股昨日成交额达到3.39亿元， 比前一日的

9238万元增长明显， 而上述四家机构投资者累计

买入金额即占比该股全天成交的38.17%。（叶涛）

机构甩卖 赢时胜仍涨停

连跌两个交易日后， 赢时胜昨日走势惊

人，全天换手率高达25.44%，股价则封上涨停，

重返5日均线上方。 但根据深交所龙虎榜信息，

卖出赢时胜金额最大的席位中机构席位占据

两席。

赢时胜昨日以49元明显低开之后， 受源

源不断的买盘力量支撑，股价持续震荡走高，

午后涨幅虽有所收窄，但尾盘大额买单“临

门一脚” 令股价成功触及涨停。 截至收盘，该

股报54.78元，全天成交额则为3.72亿元。

根据龙虎榜数据，昨日买入赢时胜金额最大

的五大席位全部为营业部席位，但当天卖出该股

金额最大的席位则为机构席位， 具体金额为

889.60万元，此外卖出该股金额第五大的席位也

是机构席位，卖出金额为426.33万元。 而且从买

入金额看， 上述两家机构席位买入金额悉数为

零，显示对赢时胜看空预期较为坚决。（叶涛）

非银金融领衔 资金净流出重现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五大盘继续维持震荡上扬的走势，但

中小盘股表现不俗。 沪深两市从本周四的净流

入20.29亿元重回净流出格局， 净流出金额为

41.41亿元。 其中，非银金融流出资金规模就达

47.06亿元； 而创业板则逆市迎来18.26亿元的

净流入。

18.26亿元 创业板逆市获捧

本周后半周，沪深两市在权重的带领下重返

升势；而且，昨日市场风格趋向于大小盘共舞状

态。但资金的恐高心态也有所升温，A股从本周四

净流入状态返回净流出格局，但净流入个股数量

有所增加，创业板更是逆势获得了资金的净流入。

在短暂的净流入状态后，昨日沪深两市重

新返回净流出状态。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全

部A股共有41.41亿元资金离场，本周四市场为

净流入20.29亿元。昨日流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

权重股， 昨日沪深300成分股整体从本周四的

46.57亿元的净流入逆转为31.85亿元的资金净

流出，且流出金额占到了整体市场的76.91%。

在两市重返净流出格局的同时，小盘股明

显重获资金青睐。 本周五中小板实现净流出资

金2666.02万元， 较前一交易日的12.17亿元显

著收窄；而创业板更是逆市获得18.26亿元的资

金净流入， 本周四该板块曾遭遇9.84亿元的资

金净流出。

沪深两市昨日获得净流入的个股数量从本

周四的943只增加至1027只，净流出个股则从前

一交易日的1381只回落至1306只。 其中，净流

入个股数量的增加和净流出个股数量的减少主

要是受中小板和创业板这两大板块带动。 昨日

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净流入个股数分别为301只

和207只，较本周四增加较为明显，而净流出个

股数量则分别下降至334只和150只。与此同时，

权重股昨日发生了反向变化。沪深300的净流入

家数从147只回落至136只， 净流出个股数则由

146只升至157只。

非银金融资金流出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

中，共有10个行业获得资金净流入，其他行业均呈

现净流出状态。

一方面， 资金入驻成长板块的特征明显。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申万计算机和传媒板

块的净流入规模最大，分别净流入22.54亿元和

15.37亿元，这也是当日仅有的两个净流入金额

在10亿元以上的行业板块；而银行、农林牧渔、

化工、 电气设备和钢铁净流入资金也相对较

大，具体数据分别为3.18亿元、2.55亿元、2.13亿

元、1.67亿元和1.54亿元。 相比之下，非银金融

板块昨日净流出资金规模达47.06亿元，资金借

“涨” 出逃的特征明显，而建筑装饰、机械设

备、房地产和公用事业的净流出金额也分别达

到了7.91亿元、7.85亿元、7.04亿元和5.74亿元。

另一方面，资金全天“抓小弃大” 持续性

较强。 计算机、传媒从早盘开始便持续获得资

金的净流入，且净流入金额均位于行业板块的

前列，而非银金融、建筑装饰、机械和交通运输

则从早盘开始遭遇持续、大量资金撤离。

乐视网、新大陆、怡亚通、同花顺、长城电

脑、东华软件等中小盘股的资金净流入额位居

A股的前列，净流入资金在1亿元以上。 而榜单

的末尾则被权重股所“包揽” ，中信证券、国信

证券、中国平安、兴业证券、中国中铁、华泰证

券和中国人寿等成为昨日资金撤离的主要对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