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动股3）足球概念升温 中体产业涨停

昨日，体育概念股早盘迎风起舞涨幅居前，中体产业早盘高开之后强势上攻，快速封住了涨停板，最终收于26.63元。

消息面上，据媒体报道，北京市体育局已申办2016年3月29日中国国家队主场对战卡塔尔队的40强小组赛，拟将国家体育场鸟

巢作为此场压轴大戏的候选主场。 截至5月4日，除北京外，西安、南京、长沙、武汉、深圳、大连、青岛、成都、包头等10座城市也均于

国足世预赛主场比赛城市提交书面申请的最后期限前完成申办事项。由此包括中体产业、苏宁云商、中信国安等相关概念股均早盘

大涨。

当前市场整体处于调整之中，体育指数自4月15日以来就整体步入了高位横盘整理之中，先于市场的调整使得其当前更容易

受到避险资金的追捧。 而且，在国家顶层设计推动下，以足球运动为代表的我国体育产业的起步和发展，体育产业多样的主题性投

资机会将会不断持续延伸，相关消息也不时激发行情的脉冲。 不过考虑到当前市场整体波动较大、热点切换较快，中体产业的强势

格局或将打折扣。

（异动股2）机构高位博弈红相电力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震荡下跌，不过个股却不乏亮点，次新股中红相电力强势涨停，从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来看，机构高位博弈意

味颇浓。

红相电力昨日小幅高开后，伴随着成交额放大，股价快速拉升，9点50分左右封死涨停板至收盘，尾盘报收于49.49元，值得注意

的是，5月以来，红相电力已经累计上涨26.19%，阶段表现强势。

昨日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买入金额前五名的席位中，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肇嘉浜路证券营业部的买入金额最大，为

7330.36万元，其余四家均为机构席位，分别买入4723.84万元、2785.35万元、1918.90万元和1683.50万元。 在卖出金额前五名的席

位中，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柳江街证券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 为1240.90万元， 两家机构席位分别卖出947.54万元和

756.65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新股密集申购往往会激发资金对于次新股的投资热情，机构资金入驻可能成为股价上涨的助推器，建议投资者

重点关注。 （徐伟平）

（异动股1）7机构博弈海宁皮城

海宁皮城5月5日晚间公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司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7.41亿元，用于收购武汉海宁皮革城主要

资产项目、收购灯塔佟二堡海宁皮革城有限责任公司16.27%股权项目，并用于新建海宁中国皮革城六期项目、智慧市场项目。

昨日，海宁皮城复牌，集合竞价阶段打开涨停，以25.00元开盘，之后震荡下行，午后虽一度反弹翻红，但再度震荡回落，尾市收

报23.10元，下跌4.86%。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昨日共有7家机构围绕该股进行博弈。前五大买入席位中，有四个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

在1983.41万元至5808.79万元；前五大卖出席位中，有三个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在4613.19万元至1.04亿元。

广发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公司是主业稳健、管理层务实、新业务高弹性的优质标的。 此次非公开发行引入众多重量级战略投资

者,有望进一步加速公司新业务转型探索。管理层再次施行股权激励,体现了对公司业务发展的信心。公司P2P业务进展顺利,与外

部市场合作有望快速推进,而跨境电商、韩国馆等也在积极筹备中。

市场人士指出，海宁皮城复牌大跌，不过多机构趁势扫货。 主力博弈之下，短期该股或强势震荡。 （李波）

大宗交易表格

代码 名称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000656.SZ

金科股份

7.56 -10.00 8,000.00 60,480.00

601318.SH

中国平安

77.54 -9.99 425.13 32,964.58

300246.SZ

宝莱特

49.81 -9.99 400.00 19,924.00

000587.SZ

金叶珠宝

20.34 4.52 680.00 13,831.20

002439.SZ

启明星辰

51.71 1.97 260.00 13,444.60

300012.SZ

华测检测

24.46 -8.01 540.00 13,208.40

601318.SH

中国平安

88.57 2.81 143.65 12,723.06

600016.SH

民生银行

9.54 -10.00 1,261.00 12,029.94

000697.SZ

炼石有色

31.41 -10.00 360.00 11,307.60

002439.SZ

启明星辰

51.60 1.76 200.00 10,320.00

002393.SZ

力生制药

38.87 -5.88 260.00 10,106.20

603555.SH

贵人鸟

45.00 -3.10 200.00 9,000.00

002517.SZ

泰亚股份

40.97 -9.42 180.00 7,374.60

300252.SZ

金信诺

71.10 -10.00 100.00 7,110.00

600860.SH

京城股份

11.07 -3.15 599.00 6,630.93

300204.SZ

舒泰神

31.32 -2.70 200.00 6,264.00

300266.SZ

兴源环境

77.10 -6.01 74.00 5,705.40

601006.SH

大秦铁路

12.36 -4.11 400.00 4,944.00

000697.SZ

炼石有色

31.41 -10.00 150.00 4,711.50

603555.SH

贵人鸟

45.00 -3.10 100.00 4,500.00

002575.SZ

群兴玩具

9.36 -9.30 480.00 4,492.80

600401.SH *ST

海润

10.63 -5.00 420.00 4,464.60

600860.SH

京城股份

11.07 -3.15 401.00 4,439.07

计算机板块领跑A股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冲高回落， 行业板块跌多

涨少。其中，计算机板块表现突出，领跑市场。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申万一级行业

指数仅有5只收红。 其中，计算机指数涨幅

最大，为2.65%。 成分股中，达实智能、东方

网力、华宇软件、金证股份等11只个股封住

涨停板，赢时胜和石基信息逼近涨停，安居

宝、南天信息、绿盟科技和数字政通的涨幅

超过8%。

随着以央企重组概念为代表的大盘蓝筹

股步入调整，小盘成长股再度获得资金关注。

今年以来，“互联网+” 概念持续风口起舞，

计算机板块反复表现。 4月份计算机板块跑

输创业板，短期反弹动能强劲。 不过，随着市

场步入震荡调整期，板块波动也将随之加大，

内部个股将出现分化。

招商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由于互联网化

转型带来全新发展空间, 预计计算机板块出

现四、五家千亿新蓝筹可期,年初龙头股的上

涨多由转型预期所驱动,随着转型落地兑现,

有望再迎来新一轮上涨。另外，从估值洼地角

度， 继续推荐有望实现向市值估值法切换的

互联网+安全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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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板做市指数

跌破2000点

□

本报记者 张怡

近期A股市场的低迷氛围也渲染至了新

三板市场。继周二调头下挫后，周三三板做市

指数并未止跌回稳， 进一步下跌1.78%至

1971.68点，跌破了2000点大关。 三板成指也

下跌1.77%至1740.10点。 与此同时，市场中

交投进一步趋冷，个股涨少跌多。

昨日， 新三板市场中有441只个股发生

交易，合计成交额仅为7.38亿元，较上个交易

日进一步萎缩，显示出交投活跃度再度下降。

个股来看， 昨日又是仅有九鼎投资一只个股

成交额超过亿元，达到了1.28亿元，远超过其

他个股； 仁会生物和中海阳的成交额也均超

过了2000万元； 此外仅有9只个股的成交额

超过了千万元。

涨跌幅方面， 昨日新三板中仅有148只

个股实现上涨，而248只个股下跌。 其中，金

铠建科、中天超硬和上海致远的涨幅居前，分

别大涨659%、430%和374%；辰光医疗、天元

小贷、 云南路桥和中科招商的涨幅则均超过

1倍。相反，新产业的跌幅达到93%，是跌幅最

大的个股。

沪深300下破20日均线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继前一个交易日下破4600点后， 沪深

300指数并未能止住跌势， 昨日跌破20日均

线。 从目前来看，权重股表现依然低迷，短期

沪深300指数整固压力仍然较大。

沪深300指数昨日小幅高开后， 震荡上

行，最高上探至4700.91点，不过午后出现高

位跳水，最低下探至4511.76点，尾盘跌幅有

所收窄，报收于4553.33点，下跌0.95%。 值得

注意的是， 沪深300指数昨日的成交额为

5860.34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缩量。

股指期货方面，四大主力合约悉数下跌，

跌幅均小于沪深300现指， 其中IF1512合约

跌幅最大，为0.75%，报收于4600点。

分析人士指出，申万银行和非银行金

融实现上涨， 但涨幅较小， 分别上涨

0.05%和1.31%。与之相比，申万房地产指

数逆市下跌，跌幅达到1.89%。 由此来看，

经过本周二的大幅下挫后，金融股仅小幅

反弹，而地产股则延续跌势，权重股表现

较为低迷。此外，沪深300指数昨日成交额

出现下降，显示市场情绪趋于谨慎，指数

整固需求较强。

沪港通活跃度下降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继前一阶段的“南热北冷”后，近期沪港

通的活跃度出现整体降温， 昨日沪股通的使

用额度为7.12亿元，剩余122.88亿元，使用额

度占比仅为5.48%。港股通的使用额度为7.08

亿元， 剩余97.92亿元， 使用额度占比仅为

6.74%。

昨日沪综指下跌1.62%，报收于4229.27

点，盘中最低下探至4187.37点，继本周二下

破4300点后，昨日盘中沪综指一度下破4200

点。 与之相比，恒生指数昨日下跌0.41%，报

收于27640.91点， 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

A股和港股低迷的行情使得投资者的谨慎情

绪升温，沪港通的活跃度自然下降。

沪股通标的中，昨日有120只股票上涨，

50只股票收平，401只股票下跌， 华丽家族、

金证股份、信雅达、杉杉股份、中体产业和凯

乐科技涨停，13只股票涨幅超过5%， 中国北

车、中国远洋、中国重工等前期领涨品种跌幅

较大，均超过7%。港股通标的中，昨日有60只

股票上涨，20只股票收平，206只股票下跌，

统一企业中国涨幅最大，为7.92%。

资金离场减速 创业板再现净流入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出230.82亿元，净

流出规模环比大幅回落，反映资金离场减速。其

中，创业板实现资金净流入格局。 行业方面，非

银金融、计算机、传媒和通信板块实现净流入，

机械设备、建筑装饰、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板块

则继续遭遇大规模资金撤离。分析人士指出，随

着震荡调整成为市场一致预期， 资金开始布局

保险股这样的估值洼地以避震， 同时选择计算

机和传媒等成长龙头打游击， 市场波动和个股

分化将进一步凸显。

创业板重现净流入格局

昨日沪深股指反弹后大幅跳水，双双下挫，

创业板指数则以红盘报收。截至收盘，沪综指报

4229.27点，下跌1.62%；深成指报14136.17点，

下跌0.68%； 创业板指和中小板指分别上涨

2.27%和0.52%。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沪深两市资金净流

出230.82亿元，环比周二956.89亿元的净流出规

模大幅回落。 沪深300、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资金

流向均出现明显改善， 尤其是创业板再现资金

净流入格局。

具体来看，沪深300板块昨日净流出138.02

亿元，环比周二的490.56亿元显著回落；个股方

面，净流出家数从周二的253家减少至225家。创

业板昨日净流入资金39.15亿元，较周二净流出

32.80亿元的格局出现逆转， 同时也是4月22日

以来最大单日净流入额； 资金净流出个股数从

周二的248只减少至141只。 中小企业板昨日净

流出9.07亿元， 环比周二的117.64亿元出现骤

降；净流出个股数也从周二的498只降至383只。

从资金流向看，昨日创业板受到资金青睐。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震荡调整成为市场一致预

期，小盘题材股重回资金视野，预计短期风格相

对偏向“中小创” 。 不过，震荡市创业板也难以

独善其身， 昨日午后快速回落反映获利盘离场

压力显现。 因此，预计短期主力资金流向将更多

呈现短线快炒的特征， 个股波动和分化都将进

一步加剧。

保险计算机板块获青睐

昨日， 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 只有非银金

融、计算机等四个板块实现资金净流入。个股方

面，保险股获得大幅净流入，而部分“中字头”

品种继续遭弃。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

板块大部分遭遇净流出，只有非银金融、计算机、

传媒和通信板块实现净流入，净流入规模分别为

28.29亿元、18.25亿元、5.25亿元和2.49亿元。在遭

遇净流出的板块中，机械设备、建筑装饰、公用事

业和交通运输板块的净流出额居前，都在25亿元

以上；相比之下，休闲服务、综合、电子和轻工制

造板块的净流出额较小，在1亿元以下。

个股方面， 昨日中国人寿净流入额最大，为

11.90亿元，中国太保、苏宁云商、暴风科技和中

国平安的净流入额都在6亿元以上。相比之下，中

国重工和中国南车位居资金净流出排行榜前列，

分别净流出16.39亿元和14.91亿元，大智慧、中国

中铁和中国北车的净流出规模在5亿元以上。

从板块和个股的资金流向来看， 保险、计

算机、传媒类品种昨日获得资金青睐，而前期

大热的央企重组概念股以及基建类股票持续

遭遇主力抛弃。 随着震荡调整模式的启动，资

金开始寻求保险股这样更为安全的估值洼地，

同时开始重新狙击以计算机、传媒为代表的新

兴产业龙头。

创业板指盘中创新高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盘中再创

历史新高。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

2806.30

点高开，稍事

整理后便展开强势反弹，涨幅一度超过

5%

，

创下

2927.03

点的历史新高； 不过

13

：

30

开始

快速震荡下行，涨幅随之收窄。 最终创业板

指数收报

2846.56

点，上涨

2.27%

。

昨日正常交易的

378

只创业板个股中，

有

234

只上涨，其中，吉峰农机、大华农、天龙

集团、华伍股份等

35

只个股涨停，机器人上

涨

9.25%

，安居宝、乐视网、东土科技、量子高

科等

10

只股票的涨幅超过

8%

， 共有

76

只股

票涨幅超过

5%

。

141

只下跌个股中，裕兴股

份和永清环保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

6.55%

和

6.04%

，其余个股跌幅都在

6%

以下。

分析人士指出， 在大盘蓝筹股步入调

整的背景下， 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再

度获得资金青睐。 不过，当前多空分歧明显

加大， 创业板指数身处高位， 且个股弹性

大，因此振幅将更为剧烈。 在此背景下，强

势品种方能穿越震荡， 预计创业板个股分

化将进一步展开。 从昨日表现来看，创业板

涨停股票多为次新股和并购重组概念股，

短期或继续逞强。

开工投产双高峰 两维度布局核电股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近期国务院核准建设“华龙一号” 三代核

电技术示范机组， 在调整能源结构中促进稳增

长。 从4月29日发布的《2015年1-3月我国核电

运行情况》来看，核电累计发电量和上网发电量

较同期显著上升。 市场人士指出，核电投产、开

工进入双高峰，将成为设备供应商业绩源泉。建

议从核电大规模投产和核电央企重组两个维度

来布局。

开工投产料迎双高峰

日前，红沿河核电厂二期项目（5号机组）

正式开工建设，这是4年来我国首个新核准核电

项目正式开工， 标志着我国核电规模化建设正

式重启。 此次，国务院核准建设“华龙一号” 三

代核电技术示范机组， 表明核电重启已全面提

速。机构预计，2015年核电将迎来史无前例的投

产高峰，核电产业链需求将会激增。

近期中巴双方将签署 《中核集团和巴原委

会关于在巴基斯坦新建ACP1000/华龙一号核

电机组的框架协议》。 根据框架协议，中核集团

计划再向巴基斯坦出口五台核电机组， 机型均

选择为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华龙一号” ，即中

核集团自主研发的ACP1000核电技术，涉及金

额约为150亿美元。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4月29日发布的《2015

年1-3月我国核电运行情况》显示，1-3月，全国

累计发电量13102.7亿千瓦时，其中在运23台核

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350.69亿千瓦时， 比2014

年同期上升了31.39%， 约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

2.68%； 累计上网电量为328.50亿千瓦时，比

2014年同期上升了30.69%。 与燃煤发电相比，

一季度核能发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

1115.19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2921.81万吨，

减少排放二氧化硫9.48万吨， 减少排放氮氧化

物8.25万吨。

市场人士指出，未来6年，核电总计新建装

机量为4394万千瓦，这一数字将超过史上之最。

至2020年，中国核电在运、在建机组总数将达到

82台，合计装机总量为9278.5万千瓦，完成《核

电中长期规划》所设定的目标。 与此同时，国内

还将投产核电机组约31台，亦进入高峰阶段。核

电投产、开工进入双高峰，将成为设备供应商业

绩源泉。

两维度布局核电股

作为中国高端装备中竞争优势明显的产

业，核电重启后开工投产料将迎来高峰，围绕核

电的建设、技术研发、设备生产将加速。 对应在

A股投资上，可从两个方向来布局。

一方面， 沿海核电重启将是2015年核电

产业最重要的事件， 随着红沿河核电二期项

目的获批， 今年开始将进入新一轮投产高峰

期，至2020年六年间预计投产33台核电机组，

2015年预计将有7台核电机组核准，8至9台核

电机组投产。 多地核电机组批复及开工，将打

破福岛核事故四年来只有少量机组核准与开

工的尴尬局面， 全产业链相关上下游公司将

因此受益。

另一方面，大型核电央企重组尘埃落定。两

大核电央企中电投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的兼并

重组工作目前已经获得突破性进展， 国家高层

已经确认通过双方合并事宜， 两家公司目前已

经启动合并领导小组， 预计半年内将会尘埃落

定。 中电投与国家核电重组完成之后，出于项目

建设和后续开发考虑， 新公司启动核电资产上

市计划为大概率事件。

震荡余波未了 掘金机遇渐现

□

本报记者 叶涛

继本周二沪综指重挫4.06%后， 昨日市场

再现盘中巨震，尾盘更是出现深幅跳水，显示

出此前的大跌并未将数月来市场累积的调整

压力宣泄殆尽，巨震之后“余波”犹存。 不过连

续下跌之后，逢松动吸纳筹码机遇显现，在牛

市趋势未改的背景下，滞涨板块及“真成长”

的掘金价值也被明显放大。

主板强震 中小创抗跌

在前一日市场普跌的基础上，昨日早盘A

股上演收复“失地” 运动，在诸多行业板块联

袂拉抬下，沪综指重新站上4300点台阶；深成

指最高涨幅曾一度接近2.4%； 不过午后空方

力量爆发，主板市场快速跳水，反弹苗头戛然

而止， 两市主板指数重回颓势。 截至昨日收

盘，沪综指报4229.27点，单日下跌1.62%；深

成指报14136.17点，跌幅为0.68%，紧随本周

二双双跌破5日均线，两市主板指数延续向下

寻底。

行情逆转凸显出当前市场调整压力之大

绝非单一交易日巨震所能消化。毕竟3月迄今，

大盘持续单边上行，几乎没有形成一轮像样的

调整，且4月下旬主板单日成交额均维持在1.6

万亿元之上的“天量区间” ，获利盘众多。短期

来看，一旦调整大门打开，市场震荡加剧难以

避免。

不过， 昨日以中小板和创业板为代表的

“中小创”股票逆势抗跌成为市场最大亮点。首

先，虽然盘中受到主板跳水拖累，中小板及创业

板涨幅齐齐收敛，但最终依然红盘报收，特别是

创业板涨幅仍维持2.27%幅度，显示出新兴产业

中小盘股依然受到投资者追捧。由此，昨日正常

交易的382只创业板股票中，涨停股数量仍高达

35只， 显示在此轮打新冻结2.5亿元资金环境

下，利用存量短线博弈中小票意图显著。考虑到

近两日打新冻结资金面将到达顶峰， 存量资金

成为市场区间“指挥棒” ，预计后市“中小创”

品种还将受到资金青睐，走势占优。

逢低布局机遇凸显

市场巨震之后“余波” 连连固然对投资者

情绪带来较大冲击，但从大的方向上说，改革

红利及宽松政策带来A股牛市行情未尽，当前

调整是牛市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待根基进

一步夯实，未来A股行情依旧值得期待。 由此，

当前的这波震荡调整反而为资金超前布局带

来契机，有利于部分敏感投资者借谨慎情绪爆

发、筹码松动大举吸筹。

从昨日创业板走势来看，近期中小盘股有

望成为场内赚钱效应较为集中的领域， 互联

网、 传媒领域的不少强势品种值得重点关注。

历史经验也显示，震荡市中能够获得资金持续

关注的个股活跃度更高，往往能够跑赢大市获

得超额收益；且昨日申万传媒、计算机板块分

别获得5.25亿元和18.25亿元资金净流入，为全

天仅有的4个资金净流入板块之一， 资金的介

入也意味着此类品种后市或还有行情。但高估

值也意味着个股分化行情将上演，只有“真成

长”才能穿越震荡市。

其次， 与经济改善相关度高的行业板块，

伴随新一轮增长政策及加息举措启动，风险评

价正在快速改善，如银行、非银金融、地产等板

块，后市有望重新进入投资者视野。 由于此类

板块对流动性宽松反映更敏锐，且伴随稳增长

政策带来的行业景气提升，以及居民资产重新

配置，未来业绩增长确定性更强，基本面显著

提振或将倒逼估值修复行情再起。昨日非银金

融、银行指数分别上涨1.31%和0.05%。

再次，前期滞涨的个股更有可能成为“价

值洼地” ，无论短期避险抑或掘金布局，震荡

市中其机遇都在显著放大。 随着市场调整延

续，其滞涨“优势” 将有望促使避险资金和抄

底资金介入。

7机构席位博弈海宁皮城

海宁皮城5月5日晚间公布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预案，公司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7.41

亿元，用于收购武汉海宁皮革城主要资产项目、

收购灯塔佟二堡海宁皮革城有限责任公司

16.27%股权项目， 并用于新建海宁中国皮革城

六期项目、智慧市场项目。

昨日，海宁皮城复牌，集合竞价阶段打开涨

停，以25.00元开盘，之后震荡下行，午后虽一度

反弹翻红，但再度震荡回落，尾市收报23.10元，

下跌4.86%。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 昨日共

有7家机构围绕该股进行博弈。前五大买入席位

中， 有四个为机构专用席位， 买入金额在

1983.41万元至5808.79万元； 前五大卖出席位

中， 有三个为机构专用席位， 卖出金额在

4613.19万元至1.04亿元。

广发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公司是主业稳健、

管理层务实、新业务高弹性的优质标的。此次非

公开发行引入众多重量级战略投资者, 有望进

一步加速公司新业务转型探索。 管理层再次施

行股权激励,体现了对公司业务发展的信心。公

司P2P业务进展顺利,与外部市场合作有望快速

推进,而跨境电商、韩国馆等也在积极筹备中。

市场人士指出，海宁皮城复牌大跌，不过多

机构趁势扫货。 主力博弈之下，短期该股或强势

震荡。（李波）

机构高位博弈红相电力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震荡下跌， 不过个股却

不乏亮点，次新股中红相电力强势涨停，从盘后

公开交易信息来看，机构高位博弈意味颇浓。

红相电力昨日小幅高开后， 伴随着成交额放

大， 股价快速拉升，9点50分左右封死涨停板至收

盘，尾盘报收于49.49元，值得注意的是，5月以来，

红相电力已经累计上涨26.19%，阶段表现强势。

昨日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买入金额前

五名的席位中，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肇

嘉浜路证券营业部的买入金额最大，为7330.36

万元， 其余四家均为机构席位， 分别买入

4723.84万元、2785.35万元 、1918.90万元和

1683.50万元。 在卖出金额前五名的席位中，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柳江街证券营业部的

卖出金额最大，为1240.90万元，两家机构席位

分别卖出947.54万元和756.65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 新股密集申购往往会激发

资金对于次新股的投资热情， 机构资金入驻可

能成为股价上涨的助推器。（徐伟平）

足球概念升温 中体产业涨停

昨日，体育概念股早盘迎风起舞涨幅居前，

中体产业早盘高开之后强势上攻， 快速封住了

涨停板，最终收于26.63元。

消息面上，据媒体报道，北京市体育局已申

办2016年3月29日中国国家队主场对战卡塔尔

队的40强小组赛， 拟将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此

场压轴大戏的候选主场。 截至5月4日， 除北京

外，西安、南京、长沙、武汉、深圳、大连、青岛、成

都、 包头等10座城市也均于国足世预赛主场比

赛城市提交书面申请的最后期限前完成申办事

项。 由此包括中体产业、苏宁云商、中信国安等

相关概念股均早盘大涨。

当前市场整体处于调整之中，体育指数自4

月15日以来就整体步入了高位横盘整理之中，

先于市场的调整使得其当前更容易受到避险资

金的追捧。 而且，在国家顶层设计推动下，以足

球运动为代表的我国体育产业的起步和发展，

体育产业多样的主题性投资机会将会不断持续

延伸，相关消息也不时激发行情的脉冲。不过考

虑到当前市场整体波动较大、热点切换较快，中

体产业的强势格局或将打折扣。（张怡）

5月6日大宗交易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