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动股1）中广核入主 大连国际连续涨停

大连国际自12月15日复牌以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出一字涨停板，股价也由停牌前的13.15元，至昨日收盘时涨至15.92元。

两个交易日内成交额分别仅为3640万元和1010万元，显示资金惜售情绪十分浓厚。

大连国际之所以连续地量一字涨停与其14日晚间发布的公告密切相关：公司拟以8.77元/股非公开发行合计4.85亿股，作价

42.5亿元收购中广核核技术等持有的7家公司股权；并拟以10.46元/股向中广核核技术等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8亿元。

交易完成后，中广核核技术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广核集团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分析人士指出，本次交易完成后，大连国际将成为中国光和集团旗下售价国内A股上市平台，公司业绩将大幅提升。 再加上

国家对于核能核电产业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以及场内浓厚的惜售情绪，短期该股的强势表现料延续。 （王威）

（异动股2）多机构买入澳洋顺昌

沪深两市大盘近期维持小幅波动，不过场内题材热点依然活跃，澳洋顺昌连续三个交易日大涨，昨日更是放量涨停。 盘后公开

交易信息显示，有三个机构专用席位买入该股。

澳洋顺昌昨日小幅低开后，震荡上行，午后涨幅有所扩大，尾盘封住涨停板，收报于9.82元。 值得注意的是，澳洋顺昌已经连续

三个交易日大涨，期间成交额不断放大，昨日成交额达到10.05亿元，较此前显著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澳洋顺昌金额前五的席位中， 有三家机构现身， 分别买入5622.67万元、3090.61万元和

2630.11万元，分别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和第四位。昨日卖出澳洋顺昌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澳门路证券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为7755.38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澳洋顺昌连续走强，机构资金入驻，股价有望保持强势，建议投资者回调时再介入。 （徐伟平）

（异动股3）机构积极买入 阳光城涨停

房地产板块昨日震荡回调，但依然有部分个股表现强势。 其中，阳光城放量涨停，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五家机构买入该股。

阳光城昨日以8.40元开盘，反弹后强势震荡，10：40左右快速拉升并封死涨停板，收报9.21元。 该股昨日成交7.16亿元，量能环

比显著放大。

深交所昨日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昨日阳光城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分别为1.11亿元、7642.38万

元、4236.60万元、3202.39万元和2822.80万元；前五大卖出席位中，只有第三席为机构专用，卖出1383.26万元，其余四席均为营业

部席位，卖出金额分别为7041.17万元、1733.81万元、728.20万元和656.32万元。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楼市去库存，提出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

稳定房地产市场。 政策暖风支撑，加上多机构大笔买入，阳光城短期有望延续强势。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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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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板指数收出三连阳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近期市场大幅波动，不过创业板指数表

现较好，收出三连阳，突破多条均线的密集

交汇区域，再度逼近2800点。

创业板指数昨日小幅高开后，一度震荡

回落， 不过午后震荡走强， 最高上探至

2789.28点， 尾盘涨幅有所收窄， 收报于

2763.12点，上涨0.63%。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

板的成交额连续三个交易日小幅抬升，昨日

达到464.46亿元。

从个股来看，昨日正常交易的437只创业

板股票中，有322只股票实现上涨，其中美晨

科技、通光线缆、开元仪器等25只股票涨停，

51只股票涨幅超过5%，88只股票涨幅超过

3%。在下跌的109只股票中，光环新网、安硕信

息和邦讯技术三只股票跌幅居前， 分别为

4.90%、4.08%和4.00%，6只股票跌幅超过3%。

由此来看，创业板内部的赚钱效应依旧较好。

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来看，市场仍处于

存量博弈中，创业板是市场的“晴雨表” ，内

部结构性行情依然丰富，涉及互联网安全、工

业4.0、 充电桩等成长题材的创业板股票，在

大幅回调反而出现布局良机， 投资者可以紧

抓热点，择机入驻。不过受制短炒心态和增量

资金缺失，整体震荡格局还将延续。

两融余额两连增 融资青睐“中小创”

□

本报记者 王威

12月2日以来， 沪深两市两融余额连续回

落，不过本周一以来，两融余额重归增长过程。

截至12月15日， 沪深股市两融余额报11715.43

亿元，经过了此前连续回落之后，近期融资客情

绪有所回暖，进而对市场人气的维持贡献较大，

本周连续两个交易日融资买入占A股成交额的

比值均超过了11%，为近期的高位。 与周一融资

客在行业板块中全面布局不同， 周二行业分化

有所加大。此外，从本周融资重点加仓的个股来

看，资金依然对于“中小创” 品种的青睐度较

高，具备高送转、定增并购及改革相关主题的股

票成为当前融资客投资的重要思路。

两融资金助阵市场人气

12月15日， 市场风格再度发生了切换，周

一强势的权重品种被新兴产业板块替代， 创业

板也随之站上了本月以来的新高。 市场人气再

度活跃的背后是两融余额的连续回升， 融资买

入额占A股成交的比值升至11%以上， 说明融

资交投活跃度的回升对于市场人气的恢复影响

颇大。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12月15日， 沪深

股市融资融券余额报11715.43亿元， 较上个交

易日增加了32.26亿元。 其中，沪市两融余额报

6889.26亿元， 日增0.85亿元； 深市两融余额报

4826.18亿元，增加了31.42亿元。 与深市两融余

额增幅相对更大对应， 周二深市各主要指数的

表现均明显强于沪市， 市场活跃品种也主要围

绕以“中小创”为代表的主题题材股当中。

融资方面， 本周二沪深股市融资余额报

11686.1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了33.23亿元。

其中，当日融资买入额为194.61亿元，较前一交

易日小幅增加0.76亿元， 而融资偿还额则大幅

增长108.65亿元至761.37亿元。致使周二的融资

净买入额较周一大幅下降，仅33.24亿元。 但自

12月2日以来，沪深两市连续八个交易日遭遇融

资净偿还， 而昨日是本月以来实现首次连续净

买入。

值得注意的是， 周二沪深股市融资余额占

A股流通市值的比值仅2.87%，为近期以来的相

对低位。 但当日的融资买入额占A股总成交的

比值达到了11.14%，虽然较周一的11.84%小幅

下降，但依旧为11月下旬以来的最高位。由此可

见，本周市场内资金活跃度有所回落，而融资资

金是维系场内人气的关键力量之一。

行业分化 融资客追击热点

相较于本周一所有行业均获得融资净买入

的格局来看，12月15日行业板块之前出现了明

显的分化，但与当日市场风格的强烈对比不同，

融资客布局并未出现明显的大小亲疏之分。

12月15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有21

个获得融资净买入。其中，通信、非银金融、纺织

服装、计算机、轻工制造、公用事业、机械设备和

电子板块的净买入额超过2亿元，具体金额分别

为6.03亿元、5.90亿元、5.54亿元、4.37亿元、3.23

亿元、2.72亿元、2.16亿元和2.11亿元。 而当日遭

遇融资净偿还的板块为国防军工、医药生物、建

筑装饰、采掘、家用电器和钢铁，其中国防军工、

医药生物、建筑装饰和采掘的净偿还额在1亿元

以上，净偿还额分别为2.44亿元、1.87亿元、1.58

亿元和1.44亿元。

虽然从板块个股层面来看，融资客似乎并

未出现二八风格的明显， 但两融标的股融资

余额增幅较快的股票依然以“中小创” 品种

居多。

据Wind资讯统计， 本周两个交易日内，沪

深两市共有62只两融标的股的融资余额增幅超

过了2%。 其中，众和股份、碧水源、劲嘉股份、粤

传媒、罗顿发展、紫江企业和二六三本周融资余

额的增幅均超过了10%， 众和股份和碧水源两

日内的融资增幅更是高达109.55%和20.17%。

从这62只股票分布的行业来看， 医药生物、通

信、 有色金属、 计算机和房地产的个股数量较

多，分别为7只、6只、6只、5只和5只。在融资客的

大举加持之下， 这62只标的股的本周表现也相

对更优，平均涨幅接近5%，涨幅最高的市北高

新更是大到了23.98%。

值得注意的是， 从这些股票所属的概念板

块情况来看，高送转、定增并购以及改革相关的

主题出镜率最高，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融资客

近期追击的热点以及明年布局的主要方向。

净流出规模回升 谨慎情绪延续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延续缩量震荡，据Wind资讯

统计，昨日沪深两市净流出115.28亿元，规模环

比回升。大部分行业板块遭遇净流出，电子板块

逆市大幅吸金，电气设备、钢铁和农林牧渔板块

也实现资金净流入， 非银金融继续位居净流出

排行榜榜首。 分析人士指出，净流出规模环比下

降反映出资金心态依然谨慎， 快进快出和落袋

为安意愿浓厚。不过，中小板和创业板在净流出

规模环比提升的同时， 资金净流入家数却出现

环比小幅增加，折射资金扩大低吸范围、试探性

布局迹象。 囿于存量博弈，后市震荡还将延续，

增量资金进场方能打破僵局。

净流出规模环比回升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高开后震荡盘升， 尾盘

回落，中小创表现相对强势。 截至收盘，上证综

指报 3516.19点， 上涨0.17% ； 深证成指报

12511.03点，上涨0.13%；中小板指数报8344.35

点，上涨0.25%；创业板指数报2763.12点，上涨

0.63%。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沪深两市净流出

115.28亿元，净流出规模环比周二明显上升。 其

中，特大单、中单和小单实现净买入，金额分别

为1.60亿元、7094.92万元和114.57亿元，大单净

卖出116.87亿元； 开盘和尾盘分别净流出48.14

亿元和7.33亿元。

沪深300、 中小板和创业板均呈现净流出

格局。 具体来看， 沪深300昨日净流出53.18亿

元， 较周二52.38亿元的净流出规模小幅上升，

净流入个股从周二的96只减至94只。 中小板昨

日净流出6.70亿元， 扭转了周二4.34亿元的净

流入格局， 不过资金净流入个股却从周二的

312只增至315只。创业板昨日净流出9.79亿元，

连续九个交易日净流出， 规模环比周二的7.20

亿元提升， 不过净流入家数由周二的170家增

至211家。

继周二净流入后， 昨日市场重回净流出格

局，反映资金持续进场的动力不足，快进快出、

落袋为安的意愿浓厚。量能持续萎缩之下，市场

上行力度有限，难以打破震荡格局，从而强化了

短线快炒博弈的氛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昨日

中小板和创业板虽然呈净流出格局， 但净流入

个股家数双双环比增多。 这一方面缘于净流出

个股可能遭遇集中出货，流出规模相对较大；另

一方面也折射出资金扩大布局范围、 小幅低吸

的迹象。随着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一大不确定

性将兑现，新的多空格局将逐步形成，资金在波

段操作的同时，也开始试探性布局。 但市场能否

向上变局，迎接春季行情，仍取决于增量资金进

场情况。

板块大部分遭弃 电子逆势吸金

昨日大部分行业板块遭遇资金净流出，电

子板块强势吸金， 非银板块继续位居净流出榜

榜首。

据wind资讯统计，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

中，有4个板块实现资金净流入。其中，电子板块

净流入2.97亿元，电气设备、钢铁和农林牧渔板

块分别净流入8445.05万元 、5044.23万元和

3882.03万元； 其余24个行业板块遭遇净流出，

非银金融、计算机和通信板块的净流出额居前，

分别为16.57亿元、13.03亿元和10.62亿元，有色

金属、传媒、房地产和医药生物板块的净流出规

模都在6亿元以上。

个股方面， 昨日有1044只股票获得资金净

流入，其中，江特电机、上海石化、三安光电和迪

马股份的净流入额最大， 分别为2.13亿元、2.11

亿元、1.83亿元和1.75亿元，华讯方舟、阳光城、

中国石化、 拓普集团等其余14只股票净流入规

模过亿；1471只遭遇资金净流出的股票中，神州

信息、西部证券、赣锋锂业和中信证券的净流出

规模最大，分别为3.05亿元、2.46亿元、2.33亿元

和2.25亿元，中江地产、紫江企业、华工科技和

东方财富的净流出额都在2亿元以上。

虚拟现实概念强势领涨

□

本报记者 王威

受益于互联网大会的召开， 昨日互联网相

关题材表现活跃。其中，虚拟现实指数昨日卷土

重来，以3.03%的涨幅位居概念指数的首位。

昨日正常交易的29只虚拟现实成分股中

有25只上涨，华讯方舟、东方网络和华力创通

涨停，三安光电、欧非光、易尚展示、顺网科技和

水晶光电的涨幅也均在5%以上，而当日仅海格

通信和宝信软件下跌，但跌幅均在1%以内。

在昨日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诺基亚

展示了虚拟现实全景摄像机， 可帮助用于执行

采集全景视频内容； 苏宁也将虚拟试衣间带来

本次展览，可将向上购物的效果可视化。 由此，

昨日虚拟现实概念再度活跃。此前有机构预计，

到2020年， 全球AR市场规模为1200亿美元，

VR为300亿美元。

兴业证券指出，2016年将是虚拟现实的元

年，未来的路径已清晰可见。 产品类型上，先由

游戏起步，其后影视、社交等内容逐渐成形；先

从有线、单机开始，再逐步发展为无线、联网；先

从B端渠道体验消费，再逐步向C端普及。 短期

将VR与特定场景应用结合的B端应用类、渠道

类、硬件器件类标的将受益。 长期来看，布局内

容、 平台与全产业链的有竞争力的公司占有先

发优势。但同时分析人士提醒投资者，目前国内

虚拟现实产业尚在发展初期， 且短期涨幅已经

较大。在当期市场风格快速轮动的背景下，不宜

盲目追高。

电子板块表现活跃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其中，电子板块表

现活跃，多股涨停。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申万电子指数上涨

1.76%， 在所有行业指数中涨幅最大。 成分股

中，奥拓电子、厦门信达、晶方科技、信维通信、

南大光电和万润科技涨停， 高德红外和三安光

电涨逾8%，远望谷和天孚通信涨逾7%。

近期增强现实、虚拟通信等热点不断发酵，

相关电子类股票获得资金青睐；与此同时，紫光

引领的全球化资产并购， 也对电子板块带来正

面提振。华融证券研报指出，尽管下游终端竞争

更加激烈， 但行业估值已经回落到更合理的位

置， 国产化趋势下的子行业需求提供了更多值

得挖掘的机会。 其中，对于集成电路板块，资本

运作是贯穿明年全年的投资主线； 可穿戴设备

概念深入人心，运动健康类产品渗透率提升，市

场规模将高速增长；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民用消

费级产品仍处萌芽期，2016年是培养用户习

惯、给消费者心理播种的时点，主题投资热点集

中在多个产品发布会， 相关标的股价将大幅偏

离业绩，可考虑短期介入。

静待靴子落地 磨底酝酿变局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维持窄幅震荡，尾盘一

度出现快速跳水。显然12月17日美联储将公布

是否加息，市场在等待靴子落地，短期市场交

投有所回落。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联储的靴子

落地后， 市场关注的焦点将重新回到国内，经

济数据能否企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将

成为市场关注重点， 近期市场成交额有所萎

缩，股指可能会继续磨底，寻求变局。

股指围绕3500点震荡

本周一沪深两市大盘强势反弹，沪综指以

一根中阳重返3500点，随后两个交易日，股指

便开启了3500点的小幅震荡， 昨日小幅高开

后，维持窄幅震荡，10点后震荡走高，最高上探

至3538.69点，不过好景不长，尾盘再度出现跳

水，一度翻绿，最低下探至3506.29点，尾盘跌

幅收窄， 震荡翻红， 收报于3516.19点， 上涨

0.17%。 与沪综指走势趋同， 深成指则围绕

12500点窄幅震荡， 昨日微涨0.13%， 收报于

12511.03点。 以成长军团为代表的中小创表现

也相对平淡，中小板指数昨日上涨0.25%，收报

于8344.35点。 创业板指数上涨0.63%，收报于

2763.12点。 值得注意的是，沪深两市昨日成交

额为7280.32亿元，不足8000亿元，仍然处在缩

量盘局中。

从行业板块来看，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

中，有21个行业板块实现上涨，申万电子、采掘

和化工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1.76%、1.05%

和0.88%；在下跌的7个行业板块中，申万休闲服

务、 国防军工和房地产指数跌幅居前， 分别为

0.63%、0.46%和0.32%。 由此来看，市场表现整

体较为平淡，并没有典型的强势领涨品种，同时

也没有显著回落，大幅拖累指数的行业板块。

从题材热点来看， 热点轮动速度依然较

快，昨日虚拟现实、油气改革和智能汽车指数

涨幅居前，分别上涨3.03%、3.00%和2.71%。 这

三大热点均是前期热炒的题材，短暂回落后昨

日集体爆发。与之相比，创投、网络安全和跨境

电商指数跌幅居前，分别下跌1.64%、0.80%和

0.76%。 创投和网络安全概念恰恰是本周二领

涨题材，昨日集体回落，出现“一日游”行情。

从个股来看，昨日正常交易的2516只股票

中，有1472只股票实现上涨，云铝股份、奥拓电

子、阳光城等82只股票涨停，192只股票涨幅超

过5%，380只股票涨幅超过3%。与之相比，在下

跌的969只股票中，中科英华和中远航运跌停，

6只股票跌幅超过5%，34只股票跌幅超过3%。

总的看， 场内个股并未出现大面积下跌，

回调个股的下跌幅度也相对有限，但场内赚钱

效应同样不足，上涨股票的涨幅也相对有限。

靴子将落地 磨底寻变局

12月17日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作为美

联储今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市场预期猜

测了一年的加息“悬疑剧” 将迎来大结局，经

济相对繁荣，非农就业数据强劲，潜在通胀率

已经与美联储2%年通胀率极为接近， 这都为

美联储加息扫清了障碍。 大部分的投资者预期

美联储将祭出近10年来的首次加息，后续收紧

政策的步伐有多快可能成为影响市场走势的

关键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加息靴子在本周四

将落地， 市场此前一直悬着的心也将平静下

来，后续市场关注的焦点可能将重新转回到国

内， 而国内有两大看点将成为后市关注的焦

点。一是，中国11月工业增速回升，终结此前两

个月连续下滑态势。受购置税优惠政策的促进

作用及企业去库存后生产恢复，汽车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回升明显。此前经济数据一直缺

乏改善，从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经济数据出

现一定程度的好转，后续公布的经济数据将逐

步验证经济是否真正企稳。 二是，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即将召开， 预计供给侧改革将被强调，

政策释放信号也将成为下一阶段布局热点的

重要依据。

近期市场成交额有所萎缩， 股指通过震

荡磨底来消化利空消息， 而当美联储靴子落

地， 随后国内政策面和经济面的变化再次落

入投资者的视野， 预计股指可能在震荡中寻

求变局。

沪港通“北冷南热”延续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近期沪综指维持小幅波动， 昨日小幅高开

后，维持窄幅震荡，盘中最高上探至3516.19点，

尾盘震荡回落，一度出现快速跳水，尾盘收报于

3516.19点，上涨0.17%。 与之相比，恒生指数连

续震荡回落后，昨日强势反弹，高开后维持高位

震荡，收报于21701.21点，上涨2.01%。 由此恒

生AH股溢价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 昨日

下跌2.13%，收报于141.74点。

从沪港通使用情况来看，“北冷南热” 格局

延续。沪股通出现4.74亿元净流出，额度余额为

134.74亿元，额度余额占比为103.65%。 与之相

比，港股通则延续了此前的净流入势头，昨日使

用额度为12.11亿元，额度余额为92.89亿元，额

度余额占比为88.47%。 值得注意的是，港股通

连续7个交易日使用额度超过10亿元。

沪股通标的股中，昨日有244只股票上涨，

264只股票下跌，明星电力、上海石化等7只股

票涨停，中远航运跌停。 港股通标的股中，昨日

有219只股票上涨，54只股票下跌， 大连港、上

海石油化工股份、 中国铝业和中升控股涨幅超

10%。 保利协鑫能源跌幅最大，为6.77%。

多机构买入澳洋顺昌

沪深两市大盘近期维持小幅波动， 不过场

内题材热点依然活跃， 澳洋顺昌连续三个交易

日大涨，昨日更是放量涨停。盘后公开交易信息

显示，有三个机构专用席位买入该股。

澳洋顺昌昨日小幅低开后，震荡上行，午后

涨幅有所扩大， 尾盘封住涨停板， 收报于9.82

元。值得注意的是，澳洋顺昌已经连续三个交易

日大涨，期间成交额不断放大，昨日成交额达到

10.05亿元，较此前显著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澳洋顺

昌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三家机构现身，分别买

入5622.67万元、3090.61万元和2630.11万元，分

别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和第四位。 昨日卖出澳洋

顺昌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 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澳门路证券营业部的卖出

金额最大，为7755.38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澳洋顺昌连续走强，机

构资金入驻，股价有望保持强势，建议投资者回

调时再介入。 （徐伟平）

机构积极买入 阳光城涨停

房地产板块昨日震荡回调， 但依然有部分

个股表现强势。 其中，阳光城放量涨停，龙虎榜

数据显示，昨日五家机构买入该股。

阳光城昨日以8.40元开盘， 反弹后强势震

荡，10：40左右快速拉升并封死涨停板， 收报

9.21元。 该股昨日成交7.16亿元，量能环比显著

放大。

深交所昨日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昨

日阳光城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买入金额分别为 1.11亿元 、7642.38万元 、

4236.60万元、3202.39万元和2822.80万元；前五

大卖出席位中， 只有第三席为机构专用， 卖出

1383.26万元，其余四席均为营业部席位，卖出

金额分别为7041.17万元、1733.81万元、728.20

万元和656.32万元。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楼市去库存， 提出通

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 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

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

产市场。 政策暖风支撑，加上多机构大笔买入，

阳光城短期有望延续强势。 （李波）

中广核入主 大连国际连续涨停

大连国际自12月15日复牌以来， 连续两个

交易日收出一字涨停板， 股价也由停牌前的

13.15元，至昨日收盘时涨至15.92元。 两个交易

日内成交额分别仅为3640万元和1010万元，显

示资金惜售情绪十分浓厚。

大连国际之所以连续地量一字涨停与其14

日晚间发布的公告密切相关： 公司拟以8.77元/

股非公开发行合计4.85亿股，作价42.5亿元收购

中广核核技术等持有的7家公司股权； 并拟以

10.46元/股向中广核核技术等非公开发行募集

配套资金不超过28亿元。交易完成后，中广核核

技术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中广核集团成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分析人士指出，本次交易完成后，大连国

际将成为中国光和集团旗下首个国内A股上市

平台，公司业绩将大幅提升。 再加上国家对于

核能核电产业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以及场内

浓厚的惜售情绪， 短期该股的强势表现料延

续。 （王威）

南京证券成交额超亿元

□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新三板成交情况好转，共有825只个

股发生交易，合计成交额为8.48亿元，环比双双

有所提升。而对成交额贡献最大的是南京证券，

其昨日的成交额突破了亿元，达到了1.03亿元；

其余个股成交相对平淡。 以往多次蝉联成交冠

军的联讯证券昨日成交4525.43万元，位居第二

位；此外，明利仓储、中国康富、鑫融基和朗铭科

技的成交额也均超过了2000万元。

涨跌幅来看， 昨日全部新三板个股中有

369只个股实现上涨，328只个股下跌。 其中，金

投金融涨幅最高， 股价上涨17.20倍收于18.20

元；泰通科技涨幅位居第二位，股价上涨15.83

倍收于17元。 此外，川娇农牧、天图投资、桂林

五洲、 哲达科技的涨幅也分别达到了9倍、4.49

倍、3.56倍和2.69倍。 相反，中航新材、舜能润

滑、壹加壹和鱼鳞图的跌幅均超过了84%。

指数方面依旧低迷， 三板做市指数下跌

0.16%收于1424.50点，成交额为4.39亿元，环比

较为平稳。 三板成指微涨0.04点收于1436.94

点，成交额为5.8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