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动股1）业绩预增 机构买入雅本化学

1月26日复牌以来，雅本化学股价持续剧烈震荡。 昨日雅本化学盘中振幅高达17.49%，居于全部A股第二位。 尾盘的逆势快

速拉升与机构席位的积极买入有关。

雅本化学昨日以12.50元低开，直接跌破120日均线，上午股价维持弱势震荡格局，盘中跌幅一度逼近8%，触底12.25元，创下

2015年12月4日复牌以来的新低；但午后随着资金进驻意愿的增加，股价震荡回升，先后收复5日及10日均线位置，最高一度涨近

9%，以14.59元触及20日均线位置，不过尾盘股价再度回落，最终收报13.50元，仅小涨0.90%。 昨日雅本化学合计成交1.49亿元，较

前一交易日明显放量。

昨日交易所盘后公开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雅本化学的前三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分别买入了1383.60万元、1382.37万元和

1380.48万元，不过昨日同样有一个机构专用席位卖出该股，居昨日卖出席位的第四位，卖出了199.01万元，其余席位则均为券商营

业部席位，交易金额也均在700万元之下。

昨日盘后雅本化学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15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30%-50%，上年同期净利润为

5051.96万元。 在业绩预告向好，以及机构积极买入的双重利好支撑下，短期公司股价预计防御性较强。 （王威）

（异动股2）英唐智控逆市大涨 机构出货

受年报业绩预增和高送转提振，英唐智控昨日逆市大涨逾8%，盘中一度涨停。 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有四家机构卖出该股。

英唐智控27日晚间公告，公司2015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赠10股，派发现金0.5元；公司预计2015年净

利润同向上升，盈利3600万元-4100万元，上年同期盈利2152.48万元。 昨日英唐智控以14.84元涨停价开盘，回调整理后快速拉升

至涨停板，不过尾盘打开涨停，收报14.60元，上涨8.23%。

深交所昨日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 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营业部席位， 买入金额分别为3301.77万元、1511.82万元、1498.81万

元、1256.43万元和1152.71万元；前五大卖出席位中，前四席均为营业部专用，卖出金额分别为1.11亿元、3902.92万元、2898.31万元

和2098.78万元，第五席银河证券包头乌兰道营业部卖出623.29万元。

当前市场疲弱，高送转利好成为部分资金出逃的契机。 昨日四机构大举出货，且卖方力度明显强于买方，预计英唐智控短期承

压。 （李波）

（异动股3）机构博弈 鼎立股份三连跌停

今年以来，伴随着A股市场的下跌，鼎立股份股价逐步回落，尽管1月13日之后又一波小幅反弹，但近期却迎来了更加凌厉的下

跌，昨日股价迎来连续第三个跌停板，收于6.24元，较2015年末的价格跌逾五成。

龙虎榜数据显示，近三个交易日，鼎立股份累计成交额超过8亿元。其中，累计买入额最大的是沪股通专用席位，金额是1645.36

万元；第二名至第四名的买入金额分布于854万元至947万元之间不等。 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有四名机构专用席位，累计卖出

金额分布于4830万元至8715万元之间不等。其中卖出第三名国信证券深圳泰然九路营业部同时也是买入第四名，在卖出5924万元

的同时买入了858万元。

消息面上来看，公司表示1月11日至13日期间控股股东动力控股集团增持了公司A股股份，由此促成公司股价短暂止跌反弹。

不过随后在1月21日公司表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9498万股在1月26日开始流通，由此股价结束反弹开始回落，26日至28日三日连

续跌停。 短线来看，市场寻底过程中，鼎立股份已经快速跌破前低点，短线回调空间或较为有限，但底部震荡或仍将延续。 （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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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股通净流出超3亿元

□

本报记者 李波

继周三大举净流入44.85亿元后，昨日沪股

通重回净流出格局， 港股通净流入规模也环比

下降。

据Wind资讯数据，昨日沪股通净流出3.42

亿元，已用额度占比为-2.63%；港股通昨日净

流入7.11亿元， 规模环比周三的8.94亿元小幅

下降 ， 已用额度占比从周一的 8.51%降至

6.77%。

上证综指昨日低开后弱势震荡， 午后跌幅

扩大，虽然石油石化护盘跌幅一度收窄，但尾盘

再度下行，收报2655.66点，下跌2.92%；恒生指

数昨日早盘冲高后震荡下行，午后翻绿，尾盘强

势拉升收红，报19195.83点，上涨0.75%。 由此，

恒生AH股溢价指数昨日大幅下行，收报134.32

点，下跌2.64%。

沪股通标的股昨日有25只上涨， 其中，双

钱股份涨停，皖通高速、江河创建和三爱富分

别上涨9.55%、7.27%和5.95%；518只下跌股

票中，中国重工、宁夏建材、中国高科等20只股

票跌停。 港股通标的股昨日有175只上涨，其

中中国中铁、恒基地产和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涨

幅居前，在6%以上；101只下跌股票中，阿里健

康跌幅最大， 为20.29%， 其余股票跌幅均在

7%以下。

沪深300指数

再破2900点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本周沪深300指数连续下挫， 一度跌破

2900点整数关口，最低下探至2839.29点，此后

跌幅有所收窄，重返2900点之上。 不过昨日沪

深300指数再度回落，2900点也再度失守。

沪深300指数昨日小幅低开后， 维持窄幅

震荡，午后跌幅有所扩大，尾盘再度出现快速跳

水，下破2900点关口，收报于2853.76点，下跌

2.61%。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沪深300指数的成

交额为956.64亿元， 萎缩至1000亿元之下，成

交缩量明显。

283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中， 仅有20

只股票实现上涨，但个股涨幅相对较小，东方

证券和中国石油涨幅超过2%，分别上涨2.86%

和2.20%，9只股票涨幅超过1%。 在下跌的260

只股票中，中国重工、五矿稀土和奥飞动漫跌

停，83只股票跌幅超过5%，164只股票跌幅超

过3%。

分析人士指出， 申万银行和非银金融指数

昨日分别下跌1.40%和1.75%，跌幅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最小，权重股虽然较为抗跌，但无

奈市场整体调整意愿较强， 短期该指数再次逼

近前期低点，继续震荡筑底的概率较大。

石油股尾盘拉升引跳水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本周三“两桶油” 尾盘发力，带动大盘强势

上行，上演深V行情。 昨日“两桶油” 尾盘再度

发力，不过带动作用甚微，随后大盘再度跳水，

石油石化板块也再度回落。

中信石油石化指数昨日小幅低开后， 震荡

上行，午后一度快速回落，不过两点左右，突然

快速拉升，一度震荡翻红，最高上探至1904.68

点，不过这次带动作用甚微，伴随着大盘再度回

落， 中信石油石化指数也再度回落， 收报于

1837.38点，下跌2.61%。

38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中，仅有广聚

能源、中国石油和泰山石油实现上涨，分别上涨

2.56%、2.20%和1.22%。 在下跌的35只股票中，

中化国际跌幅最大，达到9.73%。 15只股票跌幅

超过5%，26只股票的跌幅超过3%。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权重板块，对于石油股

的拉升往往会带动大盘走强， 但昨日尾盘拉升

后反而引发了市场的快速跳水。 短期石油股可

能仍将是资金博弈的重点，但节奏较难把握，参

与意义并不大。

创业板指险守1900点

□

本报记者 王威

在周三出现深V反转后， 昨日创业板指

再度走弱，险守1900点，跌幅达4.56%，仅次

于创业板综指、中证1000和创业300指数，居

于25个沪深交易所核心交易指数跌幅第四

位，弱于主板市场。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1969.31点低开，上午

维持横盘震荡整理走势，午后开始逐步下滑，

此后虽一度出现小幅反弹，但尾盘再度跳水，

跌幅一度逼近5%， 触底1900.88点后小幅回

升，收报1906.46点，跌幅为4.56%。 创业板指

昨日成交233.52亿元，量能再度明显萎缩。

昨日正常交易的436只创业板股票中，

有18只上涨，其中无一股票涨停，仅英唐智

控、神农基因和安控科技涨幅超过5%，分别

上涨8.23%、7.57%和5.19%， 先导智能和华自

科技则分别上涨2.99%和2.57%，其余股票涨

幅均未超过2%。下跌的415只股票中，包括华

平股份、易联众、达刚陆机、中青宝、鼎汉技

术等在内的64只股票跌停，跌幅超过5%的股

票共有310只。

分析人士指出，连续大跌后，市场的人

气明显受挫，创业板作为高弹性品种跌幅相

对更大，资金交投意愿清淡，造成创业板成

交持续缩量、涨停股票数量急剧缩减、深市

两融余额降幅持续高于沪市等均可看出。 临

近春节假期， 资金参与的热情逐步降低，因

此短期偏弱的格局大概率维系，盘中即使出

现技术性反抽也不宜过于乐观。

弱情绪+去杠杆 两压力延长寻底路

□

本报记者 李波

周四市场低开后弱势震荡， 午后两桶油护

盘跌幅收窄，但尾盘再度跳水，沪综指收盘失守

2700点，刷新本轮调整收盘新低；量能显著萎

缩，交投降至冰点。 持续大跌后，市场情绪更趋

悲观，对利好麻木，对利空敏感，加上春节临近

资金无心做多，即使主力护盘，反弹力度也极为

微弱。 另外，大跌导致融资盘加速退出，目前两

融余额逐步逼近去年9月底的低位，但仍有下降

空间。 因此，尽管持续大跌已令风险有所释放，

且近两日两桶油频频护盘， 但弱情绪和去杠杆

两因素施压市场，弱势寻底之旅还将继续。操作

上仍应多看少动，等待企稳信号出现。

沪综指收盘跌破2700点

昨日午后跌幅逐步扩大，尽管两桶油再现

护盘拉升，但是资金跟进动力不强，尾盘再度

跳水，收盘失守2700点，创本轮调整以来收盘

新低。 两市量能萎缩，交投降至冰点。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2655.66点，跌幅为

2.92%；深证成指9082.59点，下跌3.61%；创业

板指报1906.46点， 下跌4.56%； 中小板指报

6047.35点，下跌3.34%。 沪深两市成交额分别

为1673.57亿元和2320.12亿元，环比双双萎缩。

申万一级行业板块全线尽墨，银行和非银

金融板块跌幅在2%以下， 分别下跌1.40%和

1.75%；钢铁和国防军工板块跌幅居前，分别下

跌7.53%和7.31%，有色金属、计算机和轻工制

造板块的跌幅均超过5%。

概念板块同样全面回调， 上海本地重组、

北部湾自贸区、生物育种和民营银行板块的跌

幅小于2%；而传感器、生物识别、次新股和冷

链物流板块的跌幅均超过了7%。

阶段性底部击穿后，市场加速下行跌跌不

休，悲观气氛弥漫。海通证券最新研报指出，未

来市场能否夯实底部，关键仍在于汇率和经济

能不能稳得住，而这两个因素都需要持续观察

和确认。 现阶段来看，在政策信号和市场预期

都相对紊乱情况下， 未来尚要到3月份才能看

得清方向。 对于当前市场，无论从年度跌幅还

是月度跌幅，均已是历史次高，短期急跌后无

需太过悲观，市场更多是需要时间去磨。 磨底

过程中，市场的波动更多是交易性机会。

两因素施压 继续弱势探底

在没有明显利空和突发事件冲击的背景

下，市场持续大幅下行，主要缘于情绪悲观和

信心崩塌导致的恐慌性出逃，以及融资盘加速

退出形成股价和去杠杆之间的负反馈。

随着2850点阶段底被大举击穿，2800点

和2700点相继快速失守，市场重心快速下移对

于情绪面带来重创，风险偏好再度下行，谨慎

心态再度升温。 而在低迷的市场情绪下，投资

者对估值下行、 政策红利等正面因素趋于麻

木，对经济下行、信用风险、汇率波动等负面因

素则极度敏感并倾向放大。 在悲观心态面前，

两桶油护盘不但跟涨寥寥， 反而令恐慌加剧，

引发尾盘跳水。另外，春节临近，节日效应下资

金无心大举做多， 场外资金观望情绪浓厚，更

令市场积弱难返。 A股情绪市特征浓厚，情绪

低迷可以无视任何利好，因此，市场底部的探

明需待情绪修复信心回归，而这显然需要较长

时间。

另外，从近日市场杀跌幅度并结合两融余

额变动来看，融资盘主动或被动退出成为市场

杀跌的重要原因。 目前，两融余额已经连续十

九连降，且近两个交易日下降速率加快，反映

融资盘加速撤离。两融市场具有典型的助涨杀

跌特征， 短期去杠杆与下跌再度形成负反馈。

从这一点来看，杠杆不出清，市场难止跌。尽管

两融余额已经降至9300亿元附近，逐步逼近去

年9月底9040.51亿元的低位；但距离该位置仍

有一定下降空间，甚至不排除跌破的可能。 因

此，去杠杆压力犹存，

总体来看，前期的快速下跌令市场风险大

幅释放，市场开始步入底部区域。 不过，情绪疲

弱和去杠杆，令市场承压，寻底格局延续。 而即

便后市杀跌动能衰减，基于脆弱的情绪和上方

巨大的套牢盘， 震荡筑底也将延续较长时间，

V型反转难以出现。 操作上，短期仍建议多看

少动，等待风险释放和企稳信号出现。

融资余额两日降超400亿元 警惕杠杆风险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2015年12月31日以来，沪深两市融资余额

已经连续19日下降，特别是近两个交易日，沪深

两市融资余额单日降幅均超过200亿元，融资余

额回撤至9300亿元。 融资杠杆是把“双刃剑” ，

当市场大幅波动时，去杠杆压力会愈发明显，考

虑到当前市场谨慎情绪显著升温， 建议投资者

警惕两类品种， 一是近期融资余额大幅下降的

品种，二是融资余额占流通股比例较高的品种。

融资余额下降逾200亿元

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为9318.29亿元，较

前一个交易日下降了212.85亿元。 融券余额为

21.28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减少了0.09亿元。融

资余额为9297.00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减少了

212.9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当日融资买入额为

404.31亿元， 较前一个交易日小幅增加了18.68

亿元。 融资偿还额为617.26亿元，较前一个交易

日减少了10.99亿元。 由此来看，融资买入额小

幅增长，融资偿还额小幅下降，融资净偿还额也

出现收窄，但收窄的幅度并不大。

从行业板块来看，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

均遭遇融资净偿还，休闲服务、纺织服装、农林

牧渔和采掘板块的融资净偿还额相对较小，低

于3亿元，分别为3901.51万元、2.17亿元、2.52亿

元。 非银金融、医药生物、计算机、化工、机械设

备、有色金属和电子7个行业板块融资偿还额超

过10亿元， 分别为21.78亿元、14.90亿元、13.18

亿元、12.06亿元、10.57亿元、10.14亿元和10.05

亿元。 由此来看，防御类板块的偿还力度相对有

限，权重类板块成为融资偿还的“重灾区” 。

从个股来看，891只两融标的中仅有68只股

票实现融资净买入， 金地集团和万达信息的融

资净买入额居前，超过亿元，分别为5.85亿元和

1.64亿元。 9只股票的融资净买入额超过5000万

元，14只股票的融资净买入额超过3000万元。在

出现融资净偿还额的823只股票中， 中信证券、

中国重工、 东软集团和海通证券的融资净偿还

额超过2亿元，分别为3.86亿元、3.39亿元、2.83亿

元和2.55亿元。22只股票的融资净偿还额超过亿

元，102只股票的融资净偿还额超过5000万元，

205只股票的融资净偿还额超过3000万元。

警惕杠杆风险

融资杠杆是把“双刃剑” ，涨时助涨跌时助

跌， 当市场大幅波动时， 去杠杆压力会愈发明

显，考虑到当前市场谨慎情绪显著升温，建议投

资者警惕两类品种， 一是近期融资余额大幅下

降的品种， 二是融资余额占流通股比例较高的

品种。

一方面，本周市场再度大幅回落，融资客持

续撤离，沪深两市融资余额两日降幅超过400亿

元，融资余额下破9300亿元。 在此背景下，市场

谨慎情绪可能会继续升温，弱者更弱，近期融资

余额大幅下降的品种值得警惕。 1月25日以来，

891只两融标的中，东软集团、宝钢股份、明牌珠

宝、 西部资源和兴民钢圈的融资余额降幅超过

15%， 分别为22.97%、18.02%、17.22%、15.56%

和15.35%。值得注意的是，东软集团周跌幅已经

达到19.43%， 明牌珠宝和西部资源周跌幅更是

超过20%，分别为26.62%和24.80%，此类拼装

那个值得警惕。

另一方面， 融资余额占流通股比例较高的

品种面临的融资偿还压力较大， 目前沪深两市

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比例超过20%的股票有13

只，华平股份、乐凯胶片和全柴动力融资余额占

流通市值比例居前， 分别为25.56%、24.73%和

24.47%。考虑到融资客加杠杆介入后，对于风险

承担力较弱，一旦市场继续回调，可能会激发融

资客离场意愿， 而融资余额占流通股比例较大

的品种偿还压力也骤增。

离场脚步加快 两市近222亿元净流出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四，A股低开震荡后，午后再度出现跳

水，非银金融板块多次托举无果。 尾盘市场跌势

加剧。 由此， 沪深两市昨日净流出规模明显放

大，共遭遇了221.97亿元净流出，且从早盘到尾

盘， 资金净流出脚步呈现出加快趋势。 不仅如

此，昨日早盘，非银金融板块一度逆势吸金，但

伴随着尾盘的跳水，谨慎情绪明显回升，所有行

业板块均呈现净流出状态， 且净流出金额明显

增加。这也表明当前市场资金的心态不稳，谨慎

情绪再度升温。

资金离场脚步加快

昨日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出的规模再度增

大，净流出金额从本周三的166.67亿元，大幅增

加至221.97亿元，增幅达33.18%。净流入个股数

量也从前一交易日的535只减少至515只。

从细分板块来看，除中小企业板外，创业板

和沪深300的净流出规模都较周三出现了较为

明显的放大。具体来看，中小企业板昨日的净流

入个股从周三的127只逆势增长至昨日的146

只， 净流出金额也从前一交易日的53.06亿元，

小幅收窄至52.42亿元。 创业板和沪深300则正

好相反。 创业板昨日不仅净流出金额从周三的

19.61亿元， 大幅增长110.86%至41.35亿元，净

流入个股也由104只， 大幅减少至64只。 沪深

300昨日的净流出金额也达到了50.88亿元，相

较于周三24.12亿元的净流出规模出现了明显

的增加，净流入个股数量从前一交易日的76只，

减少至58只。

行业角度来看，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

块全部遭遇资金净流出，且净流出金额均超过1

亿元。其中，计算机、电子、机械、化工、非银行金

融、传媒、有色金属、医药生物和电气设备的净

流出规模均在10亿元以上， 具体净流出金额分

别为27.23亿元、16.14亿元、15.39亿元、14.63亿

元、12.43亿元、12.24亿元、10.86亿元、10.81亿

元和10.71亿元。

个股方面，昨日获得资金净流入的515只股

票的净流入金额均未超过9000万元，华丽家族、

中国石油、神农基因、华自科技、鲁抗医药和金

禾实业的净流入额在5000亿元以上； 而昨日净

流出金额超过1亿元的股票就有25只， 万达信

息、 金证股份和多氟多的净流出金额更是超过

了2亿元，分别为3.83亿元、3.43亿元和2.02亿元。

尾盘离场提速 谨慎情绪升温

从日内情况来看， 昨日尾盘的再度跳水引

发资金谨慎情绪的快速升温， 净流出规模也随

之明显增大， 表明当前市场资金的心态十分脆

弱，离场避险情绪浓厚。

昨日开盘时两市共遭遇39.04亿元资金净

流出，较前两个交易日明显缩小，处于近期的相

对低位。 不过尾盘时，净流出规模快速放大，达

60.60亿元。 分板块来看，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

开盘分别净流出10.61亿元和8.50亿元， 尾盘时

净流出规模小幅放大至12.37亿元和8.95亿元。

沪深300则出现了十分明显的放大，昨日早盘沪

深300净流出金额较小，仅为5.12亿元，但尾盘

时净流出规模居首，达16.49亿元。

沪深300净流出规模的快速放大与非银金

融板块托举乏力后资金加速出逃密切相关。 昨

日开盘时， 非银行金融板块是唯一一个获得资

金净流入的行业，净流入273.36万元，其余27个

行业板块则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资金净流出。

其中，计算机、电子、机械设备、化工、传媒、国防

军工、医药生物、建筑装饰和电气设备的净流出

规模超过了2亿元，分别净流出了5.20亿元、3.75

亿元、2.89亿元、2.79亿元、2.46亿元、2.16亿元、

2.12亿元、2.02亿元和2.01亿元。

而到了尾盘时， 所有行业板块均遭遇净流

出，且净流出规模不足1亿元的板块从早盘时的

14个， 大幅减少至仅4个， 分别为休闲服务、银

行、家用电器和综合板块；而净流出规模超过2

亿元的板块增加至13个，其中计算机、化工、机

械设备、电子、有色金属和电气设备净流出超过

3亿元。 可以看到，昨日尾盘时各板块的净流出

规模明显放大，且“中小创” 相关成长板块持续

盘踞在净流出规模居前的位置。

新三板主要指数

加速下跌

□

本报记者 张怡

继本周二和周三分别下跌1.32%和1.77%

之后， 周四三板做市指数进一步下跌2.11%收

于1244.03点，跌速不降反升，盘中指数最低触

及1241.34点，进一步刷新阶段低点；成交额为

3.57亿元， 环比相对平稳。 三板成指昨日下跌

1.52%，跌幅也较此前几日明显扩大。

昨日新三板中共有965只个股发生交易，

合计成交额为10.46亿元，环比小幅提升。其中，

华龙证券、津同仁堂、球冠电缆和卫东环保位居

成交榜单前四位， 分别成交了9599万元、6440

万元、3343万元和2941万元， 同时还有汇元科

技、东海证券、浙商创投、先临三维等8只个股的

成交额也均超过了2000万元。

涨跌幅来看，303只个股实现上涨，而多达

520只个股下跌； 其中， 云朵网络昨日涨幅最

高，上涨10.48倍收于38元；八马茶业、奥盖克、

万佳安的涨幅也居前列， 分别上涨4.2倍、2.53

倍和2倍；泰利模具、虎彩印艺、海特股份和百灵

天地的涨幅也均超过了1倍。 相对而言，智蓝生

物、聚利科技和金洋新材的跌幅均超过了87%。

业绩预增 机构买入雅本化学

1月26日复牌以来，雅本化学股价持续剧烈

震荡。昨日雅本化学盘中振幅高达17.49%，居于

全部A股第二位。 尾盘的逆势快速拉升与机构

席位的积极买入有关。

雅本化学昨日以12.50元低开， 直接跌破

120日均线，上午股价维持弱势震荡格局，盘中

跌幅一度逼近8%，触底12.25元，创下2015年12

月4日复牌以来的新低；但午后随着资金进驻意

愿的增加，股价震荡回升，先后收复5日及10日

均线位置，最高一度涨近9%，以14.59元触及20

日均线位置，不过尾盘股价再度回落，最终收报

13.50元，仅小涨0.90%。昨日雅本化学合计成交

1.4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明显放量。

昨日交易所盘后公开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

雅本化学的前三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分别买

入了1383.60万元、1382.37万元和1380.48万元，

不过昨日同样有一个机构专用席位卖出该股，

居昨日卖出席位的第四位，卖出了199.01万元，

其余席位则均为券商营业部席位， 交易金额也

均在700万元之下。

昨日盘后雅本化学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15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30%-50%，上年同期净利润为5051.96万元。 在

业绩预告向好，以及机构积极买入的双重利好支

撑下，短期公司股价预计防御性较强。（王威）

英唐智控逆市大涨 机构出货

受年报业绩预增和高送转提振， 英唐智控

昨日逆市大涨逾8%，盘中一度涨停。 盘后龙虎

榜数据显示，有四家机构卖出该股。

英唐智控27日晚间公告， 公司2015年度的

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赠10股，

派发现金0.5元；公司预计2015年净利润同向上

升， 盈利3600万元-4100万元， 上年同期盈利

2152.48万元。 昨日英唐智控以14.84元涨停价

开盘，回调整理后快速拉升至涨停板，不过尾盘

打开涨停，收报14.60元，上涨8.23%。

深交所昨日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 前五大

买入席位均为营业部席位， 买入金额分别为

3301.77 万 元 、1511.82 万 元 、1498.81 万 元 、

1256.43万元和1152.71万元； 前五大卖出席位

中， 前四席均为营业部专用， 卖出金额分别为

1.11亿元、3902.92万元、2898.31万元和2098.78

万元， 第五席银河证券包头乌兰道营业部卖出

623.29万元。

当前市场疲弱， 高送转利好成为部分资

金出逃的契机。 昨日四机构大举出货，且卖

方力度明显强于买方，预计英唐智控短期承

压。 （李波）

机构博弈 鼎立股份三连跌停

今年以来，伴随着A股市场的下跌，鼎立股

份股价逐步回落，尽管1月13日之后又一波小幅

反弹，但近期却迎来了更加凌厉的下跌，昨日股

价迎来连续第三个跌停板，收于6.24元，较2015

年末的价格跌逾五成。

龙虎榜数据显示，近三个交易日，鼎立股份

累计成交额超过8亿元。 其中，累计买入额最大

的是沪股通专用席位， 金额是1645.36万元；第

二名至第四名的买入金额分布于854万元至947

万元之间不等。 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有四

名机构专用席位， 累计卖出金额分布于4830万

元至8715万元之间不等。 其中卖出第三名国信

证券深圳泰然九路营业部同时也是买入第四

名，在卖出5924万元的同时买入了858万元。

消息面上来看，公司表示1月11日至13日期

间控股股东动力控股集团增持了公司A股股

份，由此促成公司股价短暂止跌反弹。 不过随后

在1月21日公司表示，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9498

万股在1月26日开始流通，由此股价结束反弹开

始回落，26日至28日三日连续跌停。 短线来看，

市场寻底过程中， 鼎立股份已经快速跌破前低

点，短线回调空间或较为有限，但底部震荡或仍

将延续。（张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