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机构追买星徽精密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强势反弹，场内题材热点表现抢眼，次新股星徽精密早盘便宣告涨停，从盘后交易信息来看，三机构买入该

股。

星徽精密昨日小幅高开后，维持震荡，10点30分后伴随着成交额的放大，股价快速拉升，封死涨停板至收盘，尾盘报收于36.30

元。 值得注意的是，次新股星徽精密近期表现抢眼，前一个交易日涨幅也超过6%。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星徽精密金额前五的席位中， 有三家机构席位， 分别买入3777.96万元、2904.00万元和

1247.78万元，位居前三位。 在卖出星徽精密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东路证券

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但也仅为395.40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机构追买，且当日买盘力量充足，意味着对星徽精密后市行情看好，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推员工持股计划 机构抢筹宝鹰股份

停牌两个月的宝鹰股份9月8日晚发布员工持股计划，同时终止筹划资产收购事项。该股昨日复牌几乎以跌停价开盘，最终以涨

停报收。 龙虎榜数据显示，该股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宝鹰股份昨日以8.25元大幅低开后直线拉升冲击涨停，之后维持高位震荡，尾盘封死涨停板，收报10.02元，成交7.08亿元。深交

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宝鹰股份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机构专用，买入金额分别为4199.97万元、2214.35万元、1935.18万元、

1931.52万元和1892.36万元；前五大卖出席位均为营业部席位，卖出金额在3980.14万元至1061.36万元不等。

宝鹰股份9月8日晚间发布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该计划参与人数不超过800人，设立时资金规模不超过1.5亿元，并通过1:

1.5比例募资后以合计不超过3.75亿元用于购买及持有公司股票等；预计涉及公司股票约4116.3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6%。 尽

管宝鹰股份资产收购终止，但员工持股计划的推出令机构大举抢筹，短期该股有望延续强势。 （李波）

机构博弈 海康威视复牌震荡

海康威视昨日复牌之后大幅低开于30.20元，开盘后迅速攀升接近涨停，最高价位35.62元，而后涨幅回落，维系横盘震荡格局。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海康威视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第一、第二和第四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分别为1.36亿元、

1.02亿元和5674.89万元；而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前四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分布于1亿元至2.17亿元之间不等。

昨日公司复牌的同事，发布了《核心员工跟投创新业务管理办法（草案）》。 公司表示，公司未来设立创新业务子公司、创新业

务本身的发展以及创新业务子公司的后续发展，包括但不限于创新业务子公司的业务范围、投资规模、未来收益等众多方面。

中金公司指出，激发核心员工创业精神和创新动力，未来有望上市创造更多发挥空间。预计创新业务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机器视

觉，海康威视五月底发布工业立体相机和工业面阵相机正式进入这一领域。 分析人士指出，受到良好预期和市场企稳的带动，预计

股价充分换手后有望走强。 （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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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动股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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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进场减速 板块分化显著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震荡反弹， 沪综指重返

3200点。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沪深两市资金

净流入64.77亿元，净流入额环比下降；行业分

化显著，非银金融、计算机和有色金属板块的净

流入额在10亿元以上，而国防军工、商业贸易和

传媒板块的净流出额也超过10亿元。 分析人士

指出，政策面利好助推市场展开反弹，但上方依

然面临不小压力，趋势性机会暂不具备。 资金进

场脚步放缓折射谨慎情绪再度显现， 目前仍处

于震荡筑底格局，操作上不宜追涨杀跌，可适度

波段操作，布局中线。

净流入规模环比回落

昨日沪深股指早盘放量走高， 沪综指突破

3200点，午后涨幅收窄，3200点一度失守，尾盘

回升站稳3200点；创业板继续跑赢主板，不过午

后涨幅也出现收窄。两市量能环比明显放大。截

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243.09点，上涨2.29%；深

证成指报10620.13点，上涨2.91%；中小板指报

7214.29点，上涨2.86%；创业板指报2071.72点，

上涨3.53%。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沪深两市净流入

64.77亿元， 净流入规模环比周二显著下降，显

示资金进场脚步放缓。其中，昨日特大单净买入

73.72亿元，大单和中单净卖出8.95亿元和28.70

亿元。

沪深300、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净流入规模均

环比下降。 具体来看，沪深300板块昨日净流入

28.33亿元， 资金净流入个股从周二的199只增

至205只。 中小板昨日净流入5.25亿元，资金净

流入个股由周二的465只降至400只。 创业板昨

日净流入10.89亿元，资金净流入个股由周二的

304只降至232只。

承接周二尾盘的进场节奏，昨日增量资金

继续流入， 主要源于做多氛围的回升和财政

政策的加码；不过净流入金额环比显著减少，

折射出场外资金心态再度犹疑， 谨慎情绪重

现。 尽管在一系列政策利好支撑下，市场已经

处于底部区域，但上方面临基本面、技术面、

套牢盘等多重压力， 投资者风险偏好依然处

于相对低位， 导致抄底资金快速回吐的意愿

较强，而场外资金追涨热情有限。 目前来看，

趋势性反转条件仍不具备， 压力和情绪仍需

通过市场自身力量消化和修复， 震荡筑底格

局还将延续。 投资者不宜过度追涨杀跌，不妨

立足中长期，借助波动调仓换股，逢低布局优

质品种。

非银强势吸金

昨日大部分行业板块实现资金净流入，但

分化较显著， 净流入额和净流出额超过10亿元

的板块均有三个。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 有19个行业

板块实现资金净流入。 其中，非银金融、计算

机和有色金属板块净流入额居前， 分别为

19.17亿元、14.47亿元和13.41亿元， 化工、机

械设备和采掘板块的净流入额超过7亿元；相

比之下，国防军工、商业贸易和传媒板块的净

流出额居前， 分别为15.92亿元、12.14亿元和

10.24亿元。

个股方面， 昨日有1515只股票获得资金

净流入， 其中梅雁吉祥和中国中车的净流入

额最大，分别为6.25亿元和5.81亿元，中国平

安、中航飞机、恒生电子、四川长虹、机器人和

中科金财的净流入额超过2亿元； 相比之下，

790只股票遭遇净流出，其中，中国重工、际华

集团和苏宁云商的净流出规模居前， 分别为

17.24亿元、9.98亿元和5.44亿元， 康力电梯、

张江高科、中航动力、人福医药和华闻传媒净

流出超过4亿元。

网络安全概念领涨

□

本报记者 叶涛

昨日沪深两市全线飘红， 题材热点表现抢

眼，其中网络安全品种扛起领涨大旗，昨日大涨

6.44%，赚足了市场的眼球。

网络安全指数昨日跳空高开， 之后持续大

斜率上攻，直至上午11点过后，随着大盘波动，

涨幅一度震荡收窄， 不过尾盘阶段股指重拾升

势，网络安全指数则借势加速上扬，最终以接近

全天最高价位报收。 成分股方面， 正常交易的

16只股票全部上涨，浪潮信息、启明星辰、卫士

通联袂涨停，任子行、兆日科技、绿盟科技等10

只股票也涨幅可观，均在5%以上。

9月5日，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纲要》，系统部署大数据发展工作。《纲要》提出

三方面主要任务，并强调要“强化安全保障，提高

管理水平，促进健康发展” ；同时，“到2020年，我

国将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数据处理、分

析、可视化软件和硬件支撑平台等产品，并且培

育10家国际领先的大数据核心龙头企业，500家

大数据应用、服务和产品制造企业” 。

作为“互联网+” 战略产业链上的重要一

环，网络相关题材原本就是市场热点，近期与正

在发酵的大数据热潮一经结合， 网络安全品种

顺理成章受到市场强烈追捧。 预计后市相关股

票还将反复活跃。

新三板成交回暖

□

本报记者 王威

继本周二新三板整体成交额跌破3亿元

后，昨日交投出现了明显回升，以3.99亿元的成

交额刷新了8月27日以来的新高。 协议转让和

做市转让的交投双双出现了显著回暖， 其中协

议转让股成交额由前一交易日的不足亿元，增

加至1.66亿元， 而做市转让股合计成交额也重

返2亿元关口上方，具体金额为2.28亿元。

不过三板做市指数和上班成指昨日继续均

继续下挫。 三板做市指数昨日呈现W型走势，

上午开盘后一路震荡回落，在触底1366.98点后

快速回升， 午盘一度翻红， 但随即再度逐级下

行，二次触底1366.98点后，尾盘跌幅逐步收窄

至0.07%，收报1370.38点。 三板成指则继续微

跌0.09%至1354.73点。

昨日发生交易的539只新三板股票中，有8

只股票的成交额在1000万元以上，做市转让股

联讯证券和明利仓储蝉联前两名， 成交金额分

别为3156.12万元和2819.34万元， 而紧随其后

的协议转让股东海证券的成交额也达到了

2801.50万元。 昨日新三板共有237只上涨，211

只下跌。 涨幅超过100%的股票共有7只，全部

为协议转让股，其中神木药业、腾凯网络和云宏

信息的股价涨超10倍。

建材板块重现配置价值

□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A股市场延续周二的强势，尾盘拉升

态势凸显出做多力量正在集结。 28个申万一级

行业再度全线飘红，建筑材料行业强势补涨，以

4.3%的涨幅位居行业涨幅榜首。整体来看，受地

产行业及整体经济形势影响， 上半年建材板块

业绩不佳股价承压。 当前建材板块基本面触底，

而经过回调之后，随着稳增长措施的加码，区域

振兴的推进和国企改革的加速， 配置价值重新

显现，结构性机会值得期待。

建材行业领涨

建筑材料板块在近期的反弹行情中表现整

体偏弱。 从行业的5日跌幅排行来看，国防军工

下跌了12.56%，遥遥领先，农林牧渔、纺织服装

和建筑材料三个行业也分别下跌了3.51%、

1.25%和0.98%，位居第二、三、四名。

个股来看， 昨日建筑材料行业有57只个

股上涨，仅有*ST新亿一只个股下跌。 其中，国

栋建设、斯米克、顾地科技、国睿科技、同力水

泥、韩建河山、旗滨集团和福建水泥涨停；同

时还有太空板业、 四川金顶和罗普斯金的涨

幅超过了9%。 此外， 包括方兴科技、 东方雨

虹、 洛阳玻璃和雅致股份等在内的22只个股

涨幅超过了5%。

实际上， 建筑材料板块由于其特殊的业务

范围，包含了区域振兴、国企改革在内的诸多热

门题材概念股， 这些个股在确定性政策利好支

撑下表现强势，对板块的表现形成支撑。 近期，

上海自贸区、迪士尼、天津自贸区、长江经济带、

西藏板块和新疆板块的表现靓丽， 在政策推动

下，这些确定性较高的板块具有早周期的特性，

获得了资金的逐步布局。 而国企改革相关利好

频出， 也对各地区建筑材料相关国有企业形成

提振。

配置价值显现

近期，稳增长政策加码，国务院下调部分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 对需求的恢

复有帮助； 而部分建材品种已经逐步迎来提

价，后续复苏将带来结构性机会。 短期来看，

低估值、有题材、基本面良性变化的个股值得

配置。

申万宏源证券分析建材行业2015年的中

报业绩表示，受地产景气度影响，行业上半年

整体业绩下滑8.6%，部分公司二季度业绩下滑

幅度缩窄。 行业基本面见底，稳增长预期加强。

草根调研方面也得到了确认。 申万宏源表示，

需求下滑导致上半年行情基本面恶化，例如今

年水泥景气度为历史水泥行情最低点，下行空

间有限。 8月来看基建市场已有部分积极信号

显现，万亿基建投资持续加码，稳增长政策持

续发酵，水泥价格有望继续提升，带来行业投

资机会。 国企改革加速推进，对相关试点标的

带来刺激。

广发证券表示，行业基本面已经见底，下行

空间很小，但向上的弹性不大，但存在结构性机

会。年内行业机会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估

值较便宜（泡沫已挤压）、未来增长确定的优质

公司；二是基本面和估值在底部、未来存一定反

弹空间（格局较好）的华东水泥公司。

而自上周开始，水泥和玻璃双双迎来涨价。

海通证券建议标配水泥股， 因为稳增长预期强

化，水泥作为周期品自上而下逻辑顺畅；而且目

前水泥价格已经在企业成本线下， 旺季来临提

涨动力强； 近期市场调整后股价已经回落至净

资产线，估值较为安全。

创业板指数延续强势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创业板指数延续周二强势，震荡反

弹，涨逾3%，量能显著放大，个股再掀涨停

潮，不过涨停家数环比减少。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2023.31点高开后震

荡上行，盘中最高升至2102.23点，之后震荡

回落涨幅收窄， 尾盘企稳回升， 最终收报

2071.72点， 上涨3.53%。 创业板昨日成交

1088.51亿元，量能环比显著放大。

393只正常交易的创业板个股中，有386

只上涨，仅有7只个股下跌。 其中，三五互联、

乐金健康、天玑科技、回天新材等42只个股

涨停，涨幅超过5%的股票有220只。下跌个股

中，合康变频和汉鼎股份跌停，其余个股跌

幅均在3%以下。

本周以来创业板表现强势，领跑反弹行

情，主要源于节前跌幅较深，估值风险得以

释放，再加上政策利好助推情绪回暖，题材

炒作热情升温。 不过，由于目前市场整体趋

势尚未反转， 短线反弹高度不宜过度乐观。

从昨日午后涨幅收窄以及涨停家数环比减

少的情况来看，谨慎情绪开始隐现。 预计震

荡筑底仍是主基调， 操作上不宜盲目追涨，

应从基本面、行业景气度、题材确定性、改革

受益度等维度精选优质成长股，逢低布局。

AH溢价指数三连降

□

本报记者 张怡

沪综指昨日早盘放量上攻后， 维系震荡格

局上攻乏力，下午2:30附近涨幅回落，不过指

数随后直线拉升， 将涨幅重新拉回到2%上方。

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72.64点至3243.09点，涨

幅为2.29%。 恒生指数昨日高开将近2%后震荡

上扬，至收盘时恒生指数上涨4.10%，创近四年

最大单日涨幅，收报于22131.311点。 由于香港

市场强于沪市， 恒生AH股溢价指数昨日低开

震荡，下跌了4.42点收于133.58点，迎来快速回

落的三连阴。

沪港通方面，交易所数据显示，昨日沪股通

额度剩余157.67亿，净卖出了27.67亿；港股通

额度剩余101.61亿元，仅使用3.39亿元。 龙虎榜

数据显示，沪股通昨日小额买入了中炬高薪，而

卖出了福成五丰。

个股方面， 昨日沪股通标的股中有486只个

股上涨，仅有20只个股下跌；其中，包括四川成渝、

国栋建设、马钢股份等在内的25只标的股涨停，而

仅有中炬高新一只个股跌停， 其余个股跌幅均未

超过8%。 港股通方面也相似，有255只个股上涨，

仅有15只个股下跌，其中，正通汽车、长城汽车、信

义玻璃和保利协鑫能源的涨幅均超过了10%。

量能回升心态趋稳 逐步布局中长线

□

本报记者 王威

在周二站稳3100点的基础上，昨日A股延

续反弹势头，上证综指高开高走站上3200点关

口，两市量能更是出现了明显的放大。 不过昨

日午后股指上行时量能逐步萎缩显示上方压

力依然较大，假期前后二八风格的快速轮动也

表明当前市场缺乏确定性主线，在市场估值已

处于低位的背景下，后市大概率仍将维持底部

震荡走势，在此过程中投资者可逐步着手中长

线布局。

放量反弹

上证综指昨日以3182.55点小幅高开，开

盘即站上5日均线位置， 盘初短暂下探后股指

随即展开反弹， 受题材股活跃及权重股的带

动，股指迅速登上3200点关口，并在上午10点

30分过后突破了8月28日的高点3235.84点，最

高触及3256.74点； 午后股指涨幅逐步收窄并

一度跌破3200点，在“中字头” 蓝筹股发力回

归整数关上方，但很快便再度滑落，尾盘受采

掘、建筑材料、有色金属等板块强力拉升，上证

综指涨幅扩大， 最终收报3243.09点， 涨幅为

2.29%。

深市各主要指数表现明显跑赢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昨日上涨2.91%，收报10620.13点。创

业板指和中小板综指的涨幅则均超过了3%，

其中创业板指昨日一举站上2300点， 大涨

3.79%至 2331.76点 ， 中小板综指则收报

10425.22点，涨幅为3.25%。

与周二缩量反弹形成鲜明对比，昨日两市

量能出现了明显的放大。 沪深两市合计成交

8448.67亿元， 较周二的5241.61亿元大幅放

量。 其中， 沪市成交4129.91亿元， 深市成交

4318.76亿元， 分别较前一交易日增加了

1490.81亿元和1716.25亿元。

放量反弹伴随着两市普涨格局的显著。 昨

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部收红，仅银行和

食品饮料板块的涨幅不足2%， 多达15个行业

板块的涨幅超过了3%， 其中建筑材料、 计算

机、采掘、汽车和电子板块的涨幅分别达到了

4.30%、4.17%、3.79%、3.72%和3.69%。 Wind

概念板块也迎来普涨，124个概念指数中共25

个涨逾5%， 仅美丽中国和沪股通50指数涨幅

小于2%， 网络安全和西藏振兴指数的涨幅更

是超过了6%。

布局中长线

本周三的放量反弹、 市场普涨释放出积

极信号，而近期两融市场跌买涨还的特征进

一步凸显当前市场心态逐步趋于稳定。 不过

假期前后二八风格的轮动凸显当前市场主

线尚不明朗，再加上昨日早盘银行板块的逆

势低开，以及午后股指上行过程中量能的不

断萎缩都显示出上方压力依然较大，市场仍

将维持底部运行状态。 不过分析人士亦指

出，当前市场股指已处于较低区间、价值股

股息率已超固收类产品收益率，因此投资者

可在市场底部震荡过程中逐步择股进行中

长线布局。

近期市场盘面一个突出的特征为假期前

后二八风格的快速轮动，假期前银行股为首的

权重单边上涨，而小盘股则连续大幅回调。 假

期后小盘股强势反弹而大盘股补跌。 虽然轮动

修复是市场连续大跌市场底部区域的正常表

现之一，但快速轮动亦对持续反弹不利。 民生

证券指出， 尽管市场流动性已经基本恢复、场

外配资清查接近尾声，但市场依然持续震荡筑

底，反弹绵软无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

目前缺乏确定性的投资主线。

机构认为底部震荡依然是后市运行的主

旋律，但当前市场估值水平较低，底部区域相

对稳固。 方正证券预计，市场将通过反反复复

的拉升、下跌，再拉升、再下跌的方式来完成底

部的构筑。 申万宏源证券也表示，市场逐步接

近价值底，特别是一些权重蓝筹品种，无论是

市盈率、市净率还是股息率，都接近甚至低于

历史上几个重大底部。近期金融股的企稳说明

左侧价值型投资者开始出手。

国泰君安建议投资者沿三条线索推荐配

置。首先是高股息率的行业，包括非银金融、银

行、地产、交通运输中的铁路与机场、家电中的

白电、汽车；其次，业绩与估值具有高性价比的

行业， 包括食品饮料、 公用事业中的电力；最

后，获益于财政政策发力的行业，包括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环保等。

推员工持股计划 机构抢筹宝鹰股份

停牌两个月的宝鹰股份9月8日晚发布员工

持股计划，同时终止筹划资产收购事项。该股昨

日复牌几乎以跌停价开盘，最终以涨停报收。龙

虎榜数据显示， 该股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机构

专用席位。

宝鹰股份昨日以8.25元大幅低开后直线

拉升冲击涨停，之后维持高位震荡，尾盘封死

涨停板，收报10.02元，成交7.08亿元。 深交所

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 宝鹰股份前五大

买入席位均为机构专用， 买入金额分别为

4199.97万元 、2214.35万元 、1935.18万元 、

1931.52万元和1892.36万元；前五大卖出席位

均为营业部席位， 卖出金额在3980.14万元至

1061.36万元不等。

宝鹰股份9月8日晚间发布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该计划参与人数不超过800人，设立

时资金规模不超过1.5亿元，并通过1:1.5比例募

资后以合计不超过3.75亿元用于购买及持有公

司股票等； 预计涉及公司股票约4116.3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26%。尽管宝鹰股份资产收购

终止，但员工持股计划的推出令机构大举抢筹，

短期该股有望延续强势。（李波）

三机构追买星徽精密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强势反弹， 场内题材热

点表现抢眼，次新股星徽精密早盘便宣告涨停，

从盘后交易信息来看，三机构买入该股。

星徽精密昨日小幅高开后，维持震荡，10点

30分后伴随着成交额的放大，股价快速拉升，封

死涨停板至收盘，尾盘报收于36.30元。 值得注

意的是，次新股星徽精密近期表现抢眼，前一个

交易日涨幅也超过6%。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星徽精

密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三家机构席位，分别买

入3777.96万元、2904.00万元和1247.78万元，位

居前三位。 在卖出星徽精密金额前五的席位均

为券商营业部，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克拉玛依东路证券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

但也仅为395.40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机构追买，且当日买盘力量

充足，意味着对星徽精密后市行情看好，建议投

资者重点关注。 （徐伟平）

机构博弈 海康威视复牌震荡

海康威视昨日复牌之后大幅低开于30.20

元，开盘后迅速攀升接近涨停，最高价位35.62

元，而后涨幅回落，维系横盘震荡格局。

龙虎榜数据显示， 昨日买入海康威视金额

最大的前五名中第一、 第二和第四名均为机构

专用席位， 买入金额分别为1.36亿元、1.02亿元

和5674.89万元； 而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

前四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分布于1亿

元至2.17亿元之间不等。

昨日公司复牌的同事，发布了《核心员工跟

投创新业务管理办法（草案）》。公司表示，公司

未来设立创新业务子公司、 创新业务本身的发

展以及创新业务子公司的后续发展， 包括但不

限于创新业务子公司的业务范围、投资规模、未

来收益等众多方面。

中金公司指出， 激发核心员工创业精神和

创新动力，未来有望上市创造更多发挥空间。预

计创新业务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机器视觉， 海康

威视五月底发布工业立体相机和工业面阵相机

正式进入这一领域。 分析人士指出，受到良好预

期和市场企稳的带动， 预计股价充分换手后有

望走强。（张怡）

沪深300收复5日均线

□

本报记者 王威

昨日A股市场延续反弹势头，沪深300也随

之站上了5日均线。 不过受到银行股表现拖累，

沪深300指数昨日涨幅仅为1.96%，在沪深交易

所核心指数中涨幅居后。

沪深300指数昨日小幅高开于3344.82点，

盘初小幅下探、回踩5日均线后随即开启震荡上

攻过程，午盘最高涨近2.78%，摸高3426.65点；

不过午后涨幅逐级回落，尾盘涨幅扩大，最终收

报3399.31点。 与整体市场一致，昨日沪深300

也出现了明显放量， 成交额为2588.16亿元，增

幅达53.79%。

成分股中仅9只股票下跌，多达266只股票

上涨。 其中，驰宏锌锗、海南矿业、恒生电子、机

器人、中国宝安、中环股份和四川长虹涨停，另

有31只股票的涨幅超过了5%，仅云南铜业一只

股票跌停。

指数贡献度方面， 昨日中国平安、 中国中

车、海通证券、中信证券和中航飞机的指数贡献

度均在1%以上， 分别为2.68%、1.84%、1.38%、

1.31%和1.13%；而恒瑞医药、中国重工、云南铜

业和广联达等8只股票对指数造成拖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