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高价股”全通教育再度涨停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作为两市“第一高价股”，全通教育昨日再度涨停，全天每股上涨22.23元报244.54元，超过股价排位第二的贵州茅台50.78元。 全通教育已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已然坐稳两市唯一200元股宝座。

全通教育昨日跳空高开，早盘即震荡向上触及涨停，之后维持在高位震荡，午后伴随着成交额的放大，股价强势封死涨停板至收盘。 成交方面，全通教育昨日显著放量，单日成交额达到3.9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资金大举流入是推升全通教育股价连攀高峰的终极动力。 WIND数据显示，近两个交易日来，全通教育的净流入资金分别达到4297.22万元和2485.93万元，受到资金热捧。 同时，考虑到受打新资金回流带动，当前市场流动性的宽松方向不变，场内赚钱效应高涨，预计全通教育后市料将保持活跃。

8亿元并购久工健业

桑乐金复牌涨停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停牌近三个月的桑乐金于3月15日晚间发布重组方案，昨日复牌后一字涨停，报收于9.32元，成交额仅为56万元，投资者惜售情绪较浓，短期该股有望延续升势。

桑乐金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增发+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安徽久工健业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还将发行股份募集2.03亿元配套资金。 截至2014年底，久工健业的净资产为1.57亿元，其对应100%股权的评估值为8.12亿元，增值率达到415.83%。 经协商，此次交易对价为8.1亿元。 桑乐金拟向韩道虎、韩道龙等5位久工健业股东以9元 /股的价格发行6300万股，另外支付2.43亿元的现金。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并购重组正是市场热点，久工健业承诺2015-2017年实际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280万元、6610万元、7610万元，若并购完成，将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对股价上涨有利。 此外，停牌期间市场整体上行，公司复牌后有较强的补涨需求。

三机构买入仙坛股份

本报记者 李波

上市以来曾收出12个涨停、上周连续调整两个交易日的仙坛股份，昨日再度强势涨停。 龙虎榜显示，昨日有三个机构专用席位买入该股。

仙坛股份于2月16日上市，首日顶格大涨44%，之后曾收出9个“一”字涨停和两个连续涨停；上周四该股大幅下挫，上周五继续调整；本周一，该股以21.45元高开，之后强势震荡上行，午后封死涨停板，最终以22.50元涨停价报收。 从量能角度看，昨日该股全天成交3.55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的2.99亿元小幅放量。

机构资金的追捧成为昨日仙坛股份涨停的重要推动因素。 根据深交所盘后公布的公开交易信息，昨日该股前五大买入席位中，前三个为机构专用席位，具体买入额分别为2919.20万元、1287.04万元和1265.62万元；与之相比，昨日该股卖出前五大席位则全部为普通营业部席位。

分析人士指出，仙坛股份上市以来走势强劲，昨日大涨重返5日均线上方。 当前“中小创”持续受到主力资金关注，其中次新股更是站在风口。 昨日仙坛股份放量涨停，且有三家机构买入，预计短期强势格局有望继续。 （李波）

启明星辰现机构博弈

本报记者 张怡

在信息安全概念火爆的背景下，启明星辰复牌之后连续实现三个“一字”涨停，昨日报收于34.93元。 龙虎榜中，机构对该股高位博弈的意味渐浓。

深交所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金额最大的是机构专用席位，额度为3493万元；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出现了三家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分别为3493万元、873.60万元和820.50万元。

消息面上，公司复牌时发布的收购预案显示，拟以3.76亿元购买信息安全企业安方高科全部股权。 此外，3月11日下午起由于服务器宕机，苹果(AAPL.O)的iTunes商店、AppStore软件店以及多个互联网在线服务发生了全球性大面积中断，故障时间长达11个小时。 这也引发了二级市场对于信息安全概念的炒作。

分析人士指出，网络安全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警钟频繁敲响使得相关概念股受到提振。 公司在收购资产和消息面刺激下有望延续强势，不过短期投资者仍需警惕该股高位回调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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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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融看台

融资入市脚步放缓

□

本报记者 王威

春节过后，两融市场规模开始企稳回升，融

资资金大踏步的回归使得两融余额恢复快速增

长势头。 不过在连续三天获得200亿元以上的

净买入额之后，3月13日的融资净买入额为

39.92亿元，为春节后的最低值。

3月13日， 沪深股市融资融券余额报收

13170.64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增加了40.39亿

元。当日的融资余额为13121.98亿元，较前一交

易日减少了141.32亿元， 而融资偿还额则增加

至1102.72亿元。 由此，当日的融资净买入额为

39.92亿元，为年后的新低。与此同时，当日的融

券余额为48.66亿元，融券卖出额与融券偿还额

分别为149.97亿元和149.85亿元。

从行业角度看， 与当日行业指数呈现出的

普涨格局不同， 两融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格

局。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有17个板块获得

融资净买入，其中，银行、建筑装饰、交通运输、

计算机和钢铁的净买入额都在5亿元以上，而

医药生物、商业贸易、非银金融、汽车和机械设

备当日则遭遇了1亿元以上的净偿还。

挂牌进入倒计时 自贸区概念蓄势

□

本报记者 李波

从最新进展来看，广东、天津、福建三大自

贸区均已准备就绪，定位明确，各具特色。其中，

福建自贸区在政策优势方面更加引人关注。 此

前， 市场人士普遍预计粤津闽自贸区将于两会

之后挂牌，如今随着两会的闭幕，粤津闽自贸区

正式进入挂牌倒计时。 受此推动，A股自贸区概

念有望再掀炒作热潮。

粤津闽自贸区挂牌渐近

根据两会期间相关人士的表态， 广东、天

津、福建三大自贸区总体方案均已浮出水面，前

期准备基本就绪，挂牌进入倒计时。

即将正式挂牌的三大自贸区均有着明确的

定位和当地特色： 天津定位离岸金融和融资租

赁，辐射京津冀，对接中韩自贸协定；福建主要

突出对台优势、东盟贸易，以及和“海上丝绸之

路” 核心区的结合；广东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

深化粤港澳合作为重点，对接港澳服务业。各个

自贸区将利用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其特定功能。

从三大自贸区的最新进展来看，滨海新区3

个片区的行政许可服务大厅新建改造已经完

成，各功能区研究推动组建功能区审批局，在滨

海新区范围内全面实现“一颗印章管审批” ；同

时落实《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

事项（清单）》，全面推动实施“一本绿卡聚人

才” 等。广东加快研究和推出将在自贸区实施的

各项改革措施， 包括向三个片区全面下放省级

管理权限，在投资领域特别是在外商投资、港澳

投资率先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

模式， 建立有自贸区特点的企业诚信体系和市

场监管体系。 福建自贸区加强改革创新举措，吸

引境内外客商；截至目前，福州、平潭和厦门三

个片区里面， 已经有673家企业，779个项目，总

投资88.4亿美元，现在有新的38个项目在申报。

福建自贸区引关注

三地自贸区中， 福建自贸区在政策优势方

面更加引人关注。两会上，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

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的提

案，建议中央赋予平潭几项特殊政策：一是授予

特别立法权，二是自由港政策，三是国际旅游岛

政策，四是青年就业创业特殊政策。 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表示， 目前工商总局正与

福建省政府密切联系，进行调研，适时出台支持

福建自贸试验区的相关政策。

福建自贸区包括厦门、 平潭、 福州三个片

区，面积118.04平方公里。 从产业结构来讲，福

建自贸区各地特点不尽相同。其中，厦门的主攻

方向是金融，平潭是服务贸易，福州是先进制造

业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平台、

两岸服务贸易合作和金融合作的示范区。

目前， 这三个片区围绕自贸区的相关工作

已经悄然启动。 其中，厦门海关启动了“出入境

船舶单一窗口信息系统”试点工作。作为自贸试

验区改革创新、便利企业的通关举措，出入境船

舶单一窗口的建设将改变过去国际航行船舶需

在海关、检验检疫、边检、海事4家口岸联检单位

分别办理手续的状态， 船舶代理企业可以通过

“出入境船舶单一窗口信息系统” 一次性录入

申报信息， 分别发送到4家联检单位的系统，实

现“一单多报” 。 此外，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的

“进口商品展示直销中心” 开始试营业。

此前市场人士预计，两会之后广东、天津、

福建三大自贸区将正式挂牌。随着两会的闭幕，

三大自贸区将真正步入挂牌倒计时， 自贸区

“2.0” 时代也将正式开启。

A股大涨提振AH股溢价

□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A股市场表现抢眼， 而恒生指数虽然

受到提振但相对偏弱， 由此恒生AH股溢价指

数重拾升势。

行情上看，昨日上证综指高开高走，创出近

67个月新高，创业板指和中小板综指则继续演

绎“新高秀” 。 在这种乐观情形带动下，昨日恒

生指数也受到中国平安、 中国移动和中国人寿

等个股带动而飘红，上涨0.53%。 由此，恒生AH

股溢价指数表现强势，上涨1.01%至129.22点。

沪港通方面， 昨日沪股通额度剩余了

114.80亿元，占当日额度的88%，卖空依然处于

零交易状态； 港股通昨日额度剩余了97.75亿

元，占当日额度的93%。

标的股方面， 昨日沪股通成分股表现强

势，多达533只个股实现上涨，而仅有人福医

药和中源协和两只个股微跌； 其中多达21只

个股涨停的盛况十分罕见。港股通方面有120

只个股实现上涨， 而下跌个股也达到了143

只，其中，高银地产、中国食品、阿里影业等个

股涨幅居前。

新三板交投回升

□

本报记者 王威

自上周三开始， 新三板市场的成交额出现

了明显的回落， 由此前的10亿元以上回落至6

亿元左右。 不过本周一新三板市场的交投有所

回升，合计成交额达8.60亿元。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新三板8.50亿元的

成交金额中， 做市转让股合计成交金额达5.04

亿元，而协议转让股昨日仅成交了3.56亿元。昨

日成交的337只新三板股票中， 做市转让股就

占据了185席。 昨日共有19只新三板股票的成

交额突破了千万元， 其中协议转让股九鼎投资

以9947.73万元领跑新三板，紧随其后的先临三

维、优炫软件和天阶生物则均为做市转让股，具

体成交金额都在3100万元以上。

涨跌幅方面， 昨日新三板共有199只股票

上涨，113只下跌。 涨幅超过50%的新三板股票

共有10只，仅格纳斯、华苏科技和金宏气体为

做市转让股， 昨日分别上涨了 226.67% 、

139.03%和76.92%；其他则全部为协议转让股，

其中，南方制药涨幅最大，达405.53%、另有特

辰科技、 瓷爵士和欧迅体育涨幅也在100%以

上。 昨日跌幅超过20%的13只股票全部为协议

转让股，其中东润环境、金刚游戏和联兴科技的

跌幅均超过了80%。

计算机板块强势领涨

□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受打新资金回流的提振， 昨日沪深两市迎

来普涨， 投资者题材炒作热情陡增，28个申万

一级行业全线飘红， 其中计算机板块则以

5.25%单日涨幅位居榜首。 值得注意的是，5日

来计算机指数走势抢眼， 累计涨幅已经达到

10.51%，同样位列行业板块第一。

昨日计算机板块牛股频出， 成分股中全天

有26只股票联袂封上涨停，启明星辰、新国都

等股票更高调“一” 字涨停；与此同时，正常交

易的117只成分股中无一只下跌， 而且上涨股

票中，单日涨幅超过超过2%的有107只，单日涨

幅超过5%的也多达59只。

消息面上，上周日刚刚结束的“两会” 答

记者问上，政府高层再次提及“互联网+” 对

创造就业、刺激消费的巨大作用，并表示站在

“互联网+” 的风口上，会让中国经济飞起来。

银河证券表示继续看好计算机板块，认为2015

年是互联网模式想从消费级向企业级延伸的

一年，在产业升级、万物互联大背景下，计算机

行业许多公司正从软件工具与应用服务提供

商转型为平台入口，服务运营商，依靠行业化

应用深耕形成壁垒，进而提升估值的逻辑依然

不变。

资金发动春季攻势 非银金融吸金力强

□

本报记者 张怡

本周一，A股各个市场板块均在政策暖风

中喜气洋洋，主板指数再现久违的大阳线，沪指

突破前高点最高触及了3449.31点，这种强势凸

显的格局正源于大笔资金流入A股， 据Wind�

资讯，3月16日， 沪深两市获得资金净流入额

62.39亿元，这是2月13日之后A股市场首现资金

净流入。 资金的进驻助力行情突破前期重要点

位，给了市场很大的信心，短期内资金对蓝筹股

的布局或使得强势格局延续。

A股市场再现资金净流入

行情上来看，昨日，上证综指大涨76.40点

收于3449.31点，涨幅为2.27%；深证成指、中小

板指和创业板指的涨幅也分别达到了2.60%、

3.77%和3.56%。 各主要市场板块指数均创出了

阶段新高点乃至历史新高点。

这种强势格局与资金的大笔涌入密不可分，

昨日A股市场出现了罕见的资金净流入。 据

Wind数据， 当日资金净流入金额为62.39亿元，

而此前连续一个多月资金全部呈现净流出格局。

实际上， 新年以来仅有5个交易日发生了资金净

流入，分别为1月15日、1月20日、1月21日、2月13

日以及昨日。其中，昨日的净流入金额仅次于1月

21日的111.26亿元，是新年以来的次高点。

分市场板块来看， 昨日除了创业板之外，其

余市场板块均获得不同程度的资金进驻。数据显

示， 昨日沪深300的资金净流入金额为26.36亿

元，较上个交易日的-18.52亿元明显增多，但是

不及3月12日的57.08亿元。获得资金净流入的沪

深300个股家数为157家， 超过了遭遇净流出的

个股数目。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板的资金净流入

金额达到了16.28亿元，这是2月16日之后中小板

首现资金净流入。当日获得资金净流入的个股家

数为364家，而遭遇净流出的个股有277家。

值得关注的是， 创业板昨日尽管再度上演

新高秀，但是吸金力却并不强。 数据显示，昨日

创业板资金净流出金额为2.72亿元， 不及上周

五的净流入14.73亿元。 获得资金净流入的个股

家数为179家，不及遭遇净流出的183家。

总体来看， 昨日A股中出现了新年以来少

见的蓝筹和成长齐飞的格局。分析人士指出，在

政策利好、资金涌入和题材丰富的情况下，A股

市场未来大概率出现二八交替轮涨的格局，牛

市的根基进一步扎实、特征进一步凸显。

非银金融吸金力强

在如此乐观的行情下，大多数行业和个股均

获得了资金的青睐，其中前期调整时间较长的非

银金融板块再度王者归来，成为了吸金大户。

数据显示，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18

个行业获得了资金净流入。 其中，非银金融行业

的资金净流入金额高达35.81亿元，远超过其他

行业。 位居第二名的计算机行业昨日净流入了

12.15亿元资金，交通运输、国防军工、商业贸易

和房地产行业的资金净流入金额也均超过了6

亿元。 相反，化工、有色金属和银行板块则资金

净流出额度居前， 分别为6.28亿元、6.11亿元和

5.70亿元；同时，机械设备、电子、汽车、家用电

器、 纺织服装和食品饮料行业也遭遇了不同程

度的资金撤离。

个股方面， 昨日两市获得资金净流入的个

股数目达到1217家， 较此前连续多日不超过千

家的情形明显好转。 其中，中国平安的资金净流

入金额超过了14亿元， 比位居第二名的东兴证

券的7.46亿元多出了将近一倍；兴业银行、乐视

网、陆家嘴、用友网络和生意宝的净流入金额也

均超过了2亿元。 相反，北京银行和汉得信息的

资金净流出额度居前，分别为5.51亿元和2.32亿

元，掌趣科技、赛轮金宇、中国南车和南山铝业

的资金净流出额也均超过了1.5亿元。

8亿元并购久工健业

桑乐金复牌涨停

停牌近三个月的桑乐金于3月15日晚间发

布重组方案，昨日复牌后一字涨停，报收于9.32

元，成交额仅为56万元，投资者惜售情绪较浓，

短期该股有望延续升势。

桑乐金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增发+现金

支付” 的方式收购安徽久工健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同时还将发行股份募集2.03亿元配

套资金。 截至2014年底， 久工健业的净资产为

1.57亿元， 其对应100%股权的评估值为8.12亿

元，增值率达到415.83%。经协商，此次交易对价

为8.1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并购重组正是市场热

点， 久工健业承诺2015-2017年实际的扣非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5280万元、6610万元、7610万

元，若并购完成，将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对股价上涨有利。 此外， 停牌期间市场整体上

行，公司复牌后有较强的补涨需求。（徐伟平）

“第一高价股”全通教育再度涨停

作为两市“第一高价股” ，全通教育昨日再度

涨停，全天每股上涨22.23元报244.54元，超过股价

排位第二的贵州茅台50.78元。 全通教育已连续两

个交易日涨停，已然坐稳两市唯一200元股宝座。

全通教育昨日跳空高开，早盘即震荡向上触及

涨停，之后维持在高位震荡，午后伴随着成交额的

放大，股价强势封死涨停板至收盘。 成交方面，全通

教育昨日显著放量，单日成交额达到3.9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资金大举流入是推升全通

教育股价连攀高峰的终极动力。 WIND数据显

示，近两个交易日来，全通教育的净流入资金分

别达到4297.22万元和2485.93万元， 受到资金

热捧。 同时，考虑到受打新资金回流带动，当前

市场流动性的宽松方向不变， 场内赚钱效应高

涨，预计全通教育后市料将保持活跃。（叶涛）

三机构买入仙坛股份

上市以来曾收出12个涨停、 上周连续调整

两个交易日的仙坛股份，昨日再度强势涨停。 龙

虎榜显示，昨日有三个机构专用席位买入该股。

仙坛股份于2月16日上市， 首日顶格大涨

44%，之后曾收出9个“一”字涨停和两个连续涨

停；上周四该股大幅下挫，上周五继续调整；本周

一，该股以21.45元高开，之后强势震荡上行，午

后封死涨停板，最终以22.50元涨停价报收。

机构资金的追捧成为昨日仙坛股份涨停的

重要推动因素。根据深交所盘后公布的公开交易

信息，昨日该股前五大买入席位中，前三个为机

构专用席位， 具体买入额分别为2919.20万元、

1287.04万元和1265.62万元；与之相比，昨日该

股卖出前五大席位则全部为普通营业部席位。

分析人士指出， 仙坛股份上市以来走势强

劲，昨日大涨重返5日均线上方。 当前“中小创”

持续受到主力资金关注，其中次新股更是站在风

口。 预计短期该股强势格局有望延续。（李波）

启明星辰现机构博弈

在信息安全概念火爆的背景下， 启明星辰

复牌之后连续实现三个“一字” 涨停，昨日报收

于34.93元。 龙虎榜中，机构对该股高位博弈的

意味渐浓。

深交所龙虎榜数据显示， 昨日买入金额最

大的是机构专用席位，额度为3493万元；卖出金

额最大的前五名中，出现了三家机构专用席位，

卖出金额分别为 3493万元、873.60万元和

820.50万元。

消息面上， 公司复牌时发布的收购预案显

示， 拟以3.76亿元购买信息安全企业安方高科

全部股权。 此外，3月11日下午起由于服务器宕

机，苹果(AAPL.O)的iTunes商店、AppStore软

件店以及多个互联网在线服务发生了全球性大

面积中断，故障时间长达11个小时。这也引发了

二级市场对于信息安全概念的炒作。

分析人士指出， 网络安全近年来一直是社

会关注的焦点， 警钟频繁敲响使得相关概念股

受到提振。 公司在收购资产和消息面刺激下有

望延续强势， 不过短期投资者仍需警惕该股高

位回调的风险。（张怡）

均衡 顺势 题材

春季攻势三大关键词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一， 随着新股申购资金陆续解冻，A

股市场迎来“开门红” 。 权重搭台题材唱戏格

局凸显。 由此，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双双刷新

了本轮新高，而创业板指与中小板综指也再度

上演“新高秀” ，市场赚钱效应显著。分析人士

指出，经济数据趋弱以及改革政策将相继落地

使得政策预期进一步升温的同时，资金入市的

积极性也相对较高，再加上赚钱效应将吸引新

股解冻资金入场，市场在政策预期和流动性的

双重支撑下有望继续走强。 从风格上看，后市

将更多以大小盘共涨进行演绎，所以投资者也

应坚持大小均衡化布局方向。

普涨格局再现 大小盘齐演新高秀

本周一A股市场迎来开门红。 伴随着新股

申购资金开始陆续解冻，行业指数与概念板块

双双迎来普涨格局，由此，上证综指和深证成

指双双刷新了本轮行情的新高，同时创业板指

和中小板综指也再度开启“新高秀” ，市场赚

钱效应凸显。

上证综指昨日上涨2.27%，报收于3349.31

点。 该收盘点位不仅刷新了本轮行情的新高，

同时也创下了2009年11月25日以来的新高。

与上证综指走势类似，深证成指盘中也触及了

12021.82点的本轮新高位置， 最终报收于

12017.77点，涨幅为2.60%。

在大盘指数强势演绎的同时， 中小板指数

表现更为抢眼，双双跳空高开后，继续上演“新

高秀” 。 在创业板指以2144.78点创下了历史新

高，全日上涨3.56%至2142.67点的同时，中小板

综指也大涨3.29%，并以9978.36点的收盘价攀上

了历史新高。 由此，昨日沪深两市成交额也出现

了明显的放量，沪、深两市昨日分别成交4793.6

亿元、4323.8亿元，双双创下近期的新高。

从行业板块的表现情况来看，权重搭台题

材唱戏的特征十分鲜明。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

业指数全面上涨。 银行、采掘、汽车、有色金属

等权重板块涨幅较小，而新兴成长板块表现十

分活跃，计算机、传媒、商业贸易、通信等板块

位居行业涨幅榜的前列。

由此，在权重股“搭台” 的背景下，题材热

点全面开花。 昨日108个Wind概念板块全线

收红。 因此个股活跃度高涨。 昨日沪深两市共

有2317只股票上涨，其中有111只个股封死涨

停板，数量较前几交易日大幅增加。

A股暖春已至 布局趋于均衡化

自上周以来，沪深两市再度开启“进攻”

模式， 而此前市场所担心的弱势回调并未出

现，反而被强势普涨所代替，A股市场春意浓。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市场受到政策预期和流动

性的双支撑，A股春季攻势根基依旧牢固。 从

风格上看，当前市场已经由此前的大小盘轮涨

过渡到大小盘共涨， 因此投资者也应顺应趋

势，坚持大小均衡化的布局方向。

一方面，近日发布的经济数据趋弱和改革

政策将相继落地使得市场的政策预期进一步

升温。上周公布的投资、工业、消费等一系列主

要经济数据悉数超预期回落，而本周一公布的

2月份社会同比用电量同比大幅下降6.3%，经

济数据显示当前经济基本面的下行压力依然

较大。 国都证券表示，预计后续货币政策稳中

趋松、财政政策积极扩张，地方存量债务置换，

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证券法修订、注册

制、深港通、养老金入市等金融改革正落实或

加快推进，以及为对冲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带来

的资本外流压力及抗通缩、引导货币利率趋势

回落，以切实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预计年内央

行将择机再降准3-5次、降息1-2次。一系列政

策暖风将为A股震荡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另一方面， 融资资金入市积极性较高，再

加上赚钱效应将吸引新股解冻资金回流股市，

A股市场的流动性基础较为坚实。 华泰证券指

出，本周新股申购资金解冻，公开市场净回笼

下降，短期利率将逐步回落；融资融券余额近

期大幅上升，而融券/融资余额比值有所下行；

近两周沪股通额度使用比例持续上升，显示海

外资金流入。 再加上RQFII基金出现溢价

0.5%，以及新开户数达66万户，为今年以来最

高。 股市面临资金流入加速情况。

创业板指数再创新高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创业板指数高开高走，大涨逾3%，

再创历史新高，站上2010点。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2142.67点高开，之

后强势震荡， 并逐步上行， 尾盘最高冲至

2144.78点。 截至昨日收盘， 创业板指数报

2142.67点，上涨3.56%。 昨日创业板指数全

天成交479.03亿元， 量能较上周五的332.89

亿元明显放大，也创下了创业板指数上市以

来的历史天量。

昨日创业板个股呈现普涨， 正常交易的

362只创业板股票中，有多达355只实现上涨。

其中，桑乐金、华昌达、华平股份、蓝盾股份、易

联众等29只股票涨停。与之相比，昨日仅有7只

创业板个股出现下跌，且跌幅均在1%以下。

随着打新资金的解冻以及 “互联网+”

概念的持续升温，昨日创业板指数走出强势

反弹行情，个股再现涨停潮，赚钱效应大幅

回升。 分析人士指出，受益管理层对互联网

等新兴产业的大力扶持， 以及流动性的改

善， 创业板指数的上升空间得以进一步拓

展。 预计创业板后市趋势仍将震荡向上，短

期互联网概念的炒作将达到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