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条 异动股）机构买入 双汇发展逆势大涨

昨日双汇发展逆市大涨，量能显著放大。 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有五家机构买入该股。

双汇发展昨日以18.77元开盘，之后震荡上行，维持高位横盘震荡，午后涨幅进一步扩大，最高升至20.29元，尾盘涨幅收窄，最

终收报20.05元，上涨6.82%。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双汇发展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分别为7853.22万元、2671.68万元、

1984.26万元、1943.55万元和1527.22万元；前五大卖出席位中，除了第三席为机构席位、卖出701.87万元之外，其余四席均为营业

部席位，卖出金额分别为948.14万元、721.68万元、619.78万元和615.14万元。

中泰证券研报指出，公司市场战略调整到位，一季度业绩向好确定；餐饮持续回暖及通胀预期升温，强化公司业绩改善；美式新

品有望使公司真正突破低温发展瓶颈；目前公司估值处于历史绝对底部，拥有稳定高分红和25%以上的ROE，是极佳的战略配置

品种。 再加上昨日五家机构一齐买入，主力扫货特征明显，短期有望延续强势。 （李波）

（四条 异动股）两机构入驻深纺织A

沪深股市昨日震荡下挫，个股遭遇普跌，其中深纺织A一度跌停。 但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两机构昨日买入该股。

深纺织A跳空低开后，震荡下挫，一度触及跌停，此后维持低位震荡，午后跌幅再度扩大，尾盘收报11.67元，下跌9.95%。 昨日深

纺织A的成交额为4.86亿元，较此前有所缩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深纺织A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两家机构现身，分别买入了991.31万元和941.52万元。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打浦路证券营业部的买入金额最大，为1289.81万元。 昨日卖出深纺织A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华

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安科技路证券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为1452.34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此前深纺织A连续上攻，不过昨日伴随着市场整体回调，深纺织A大幅回调，回吐之前涨幅。虽有机构小幅买入，

但短线震荡整固压力仍然较大。 （徐伟平）

（四条 异动股）顺网科技复牌引机构博弈

在停牌四个交易日之后，昨日顺网科技复牌，股价低开震荡，尾盘封住跌停板，收于69.88元。 昨日顺网科技的成交额为8.89亿

元，龙虎榜中买卖双方均出现了多个机构专用席位。

龙虎榜数据显示， 昨日买入顺网科技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 除了第四名外均是机构专用席位， 买入金额分布于1252万元至

6783万元之间不等；而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第一、第二和第四名也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分布于2107万元至4640万元

之间不等。

顺网科技业绩良好，近期发布的一季报预告中表示，预计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将同比增长1.3倍至1.8倍。由此，公司获得多个投资

机构的关注，公司近期发布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公司不排除将已有内容改编成VR版本，公司会参与VR内容团队。

消息面上，日前，由全球移动游戏联盟主办的第五届全球移动游戏大会GMGC2016刚刚闭幕，而昨日HTC召开HTC� Vive开

发者大会，VR是主要议题。由此，VR概念成为了市场资金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指出，短线大盘回落对个股行情形成压制，但VR概

念备受资金关注，后市随着大盘稳定后有望形成局部热点，顺网科技股价有望获得支撑。 （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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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板块逆市收红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延续震荡整理走势， 尾盘更是出

现明显跳水。行业板块继续全线尽墨，只有食品饮料

板块逆市收红。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中信一级行业指数中，

食品饮料一枝独红，上涨0.24%。 成分股中，双汇发

展、 海天味业和沱牌舍得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

6.82%、4.52%和3.94%，金种子酒、顺鑫农业、洋河股

份和温氏股份涨逾2%，重庆啤酒、泸州老窖、星河生

物、五粮液、仙坛股份和古井贡酒涨逾1%。

食品饮料板块近期在市场震荡整理过程中显著

抗跌，近5个交易日累计跌幅仅为0.92%，表现仅次

于银行指数。这主要缘于食品饮料板块具备低估值、

现金流好、分红率高等特点，防御性突出，因此成为

震荡市的“避风港” 。 此外，茅台涨价引发高端白酒

价格跟涨，也对相关品种构成支撑。

华融证券研报指出， 白酒等细分板块因其相对

低估值优势， 龙头品种表现稳健甚至取得较好的绝

对收益。在目前市场环境下，食品饮料板块仍然具有

较为明显的防御性配置需求， 细分板块阶段性轮动

特征较为明显，建议积极关注超跌的调味品、保健品

以及乳液板块。

地量盘整暗示变盘窗口临近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股市近期波动幅度显著放大， 在连

续收出六连阳后，沪深股市冲高回落，且成交

额逐步萎缩， 昨日沪深两市成交额降至4000

亿元之下，仅为3550.43亿元，刷新2月15日以

来的新低。从盘中来看，周期品种大幅回落后

缺乏新的承接力量，资金缺乏有效抓手，参与

热情显著下降。 分析人士认为，“地量盘整”

暗示变盘窗口可能逐步临近。

指数缩量回调

连续收出六连阳后， 沪综指逐步踏入

2900点密集成交区，在高位盘整数日后，指数

掉头回调。 沪综指昨日小幅低开后， 震荡回

落， 此后维持低位震荡， 尾盘则出现快速跳

水， 最低下探至2803.48点，2800点变得岌岌

可危， 临收盘前维持低位震荡， 最终收于

2804.73点，下跌2.02%。深市主要指数表现同

样惨淡， 深成指昨日收报9390.35点， 下跌

1.39%； 中小板指数下跌1.34% ， 收报于

6159.34点；创业板指数昨日下跌1.72%，收报

于1936.97点。

值得注意的是， 沪深两市成交额为

3550.43亿元，较此前明显缩量，刷新了2月15

日以来的新低。

从行业板块来看， 申万食品饮料指数逆

市上涨0.09%，成为唯一上涨的行业板块。 申

万家用电器、 农林牧渔和电子指数跌幅相对

较小，分别下跌0.83%、0.92%和1.23%；申万

非银金融、采掘和建筑装饰指数跌幅居前，分

别下跌2.78%、2.54%和2.31%。

从题材概念来看， 热点集体退潮，136个

Wind概念板块悉数下挫。其中，网络彩票、特

高压和高送转指数跌幅相对较小， 分别下跌

0.54%、0.73%和0.84%；与之相比，页岩气和

煤层气、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跌幅居前，分

别下跌3.01%、2.90%和2.88%。

昨日正常交易的2551只股票中，有297只

股票实现上涨，占比仅为12%。 其中，12只股

票涨停，另有10只股票涨幅超过5%。 在下跌

的2239只股票中，有9只股票跌停，另有102

只股票跌幅超过5%。 可见市场赚钱效应显著

降低。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的反弹初始动力源

于强周期品种的脉冲式上涨， 受益于大宗

商品价格上涨以及供给侧改革的刺激，以

钢铁、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强势上攻，不过近

日大宗商品开启大幅波动模式， 企业补库

存后对于需求端的带动效应有所下降，周

期类品种大幅回落， 指数便开启缩量回调

模式。

“地量盘整”暗示三信号

从历史经验来看，地量现地价，近期市

场成交额再次急剧萎缩，这可能意味着变盘

窗口正在不断临近。2007年10月16日沪综指

登上6124点的历史高点，随后经历了一年的

下跌行情，沪综指直到2008年10月28日才见

底，当日沪市成交额降至398亿元，近5日成

交额为252.77亿元， 不足2007年5月峰值水

平的十分之一。2009年8月4日，经历了9个月

的短暂牛市后， 沪综指到达阶段顶部3478

点，而这时沪市成交额也达到这轮小牛市的

峰值，不过随后沪综指一路下挫，直到2013

年6月“钱荒” 后，A股才正式见底，当时沪

市成交额降至700亿元左右， 再度回归至地

量水平。

从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 大宗商品价格

的变化已经到了需要基本面验证的阶段，从2

月出口数据来看，全球需求依然疲软，周期品

价格上涨很难得到基本面中长期支撑， 反弹

空间有限，而以“中小创” 为代表的成长军团

未能有效接过热点大旗，资金缺乏有效抓手，

参与热情出现下降。 此外，2月份CPI升至

2.3%，同比上涨扩大了1.1个百分点，主要受

寒潮天气和春节因素的影响， 其中食品价格

上涨7.3%。PPI连续48个月下滑，但降幅收窄。

CPI的超预期上涨使得国内宽松环境的不确

定性增大，场外流入A股的增量资金有限。 昨

日沪市成交额降至1415.37亿元，同样也刷新

2月15日以来的新低，预计沪深两市成交额可

能会继续萎缩，“地量盘整” 也意味着市场变

盘窗口正在逐步临近。

两融余额刷新逾15个月新低

□

本报记者 李波

截至 3月 9日， 沪深两市两融余额报

8417.29亿元，环比下降，并刷新2014年12月2

日以来的阶段新低，融资净偿还规模也环比上

升。 当日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仅有三个板块

实现融资净买入，且力度较小；非银金融、银行

和有色金属板块的融资净偿还额居前， 超过4

亿元。 由此来看，市场情绪趋于谨慎，做多意愿

下降，融资客离场迹象明显。 预计短期市场弱

势整理格局还将延续，两融余额不排除进一步

下行的可能。

两融余额环比下降

伴随市场弱势回调，两融余额3月9日环比

下降， 刷新了2014年12月2日以来的阶段新

低，融资净偿还规模也环比上升。

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3月9日，沪深两市

融资融券余额报8417.29亿元， 较前一个交易

日的8461.71亿元减少44.42亿元。 沪深两市双

双环比下降：沪市两融余额报4947.23亿元，较

前一交易日减少28.62亿元； 深市两融余额报

3470.06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15.80亿元。

融资方面，3月9日沪深两市融资余额报

8393.40亿元，环比减少45.01亿元。 当日买入

额为339.85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减少119.05亿

元；当日偿还额为384.85亿元，较前一交易日

下降93.00亿元。 由此，当日融资净卖出规模为

45.00亿元， 环比前一交易日的18.95亿元明显

回升。

3月9日市场低开后弱势震荡， 沪深两市

成交额双双显著萎缩， 加上两融余额继续下

行并刷新逾15个月新低， 显示市场情绪趋于

谨慎。 一方面， 市场连续上涨后调整需求增

强，且2900点上方为强阻力区，因此短期调整

压力上升， 特别是周期板块在强势反弹后面

临基本面和资金面制约下的估值修复瓶颈，

做多信心不足；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数据进入

披露窗口、改革举措逐步落地，以及美联储议

息会议渐行渐近， 决定市场运行的因素再度

趋于复杂，不少资金倾向提前离场观望避险。

昨日市场延续调整态势，量能进一步萎缩，做

多意愿和交投热情降温， 预计两融余额还将

继续下行。

板块个股大面积净偿还

3月9日，行业和个券大面积遭遇融资净偿

还，融资客离场迹象明显。

据Wind资讯统计，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

块中，仅食品饮料、机械设备和农林牧渔三个

板块实现融资净买入，规模分别为3235.29万

元、2988.14万元和2013.19万元。 其余25个板

块均遭遇融资净偿还，其中非银金融、银行、

有色金属和计算机板块的融资净偿还额居

前， 分别为6.57亿元、6.17亿元、4.27亿元和

3.16亿元，传媒、交通运输、房地产、医药生物

和采掘板块的融资净偿还额超过2亿元；相比

之下，休闲服务、商业贸易、轻工制造和纺织

服装板块的融资净偿还额相对较小， 在4000

万元以下。

个券交易方面，3月9日共有285只股票实

现融资净买入，其中水晶光电、天地科技和海

南橡胶的融资净买入额居前， 分别为1.02亿

元、9062.25万元和6245.28万元；606只遭遇

融资净偿还的股票中，中信证券、招商证券、

东方财富和兴业银行的净偿还规模超过1亿

元， 分别为2.45亿元、1.30亿元、1.20亿元和

1.11亿元。

建艺集团（002789）

公司为综合性建筑装饰企业，主要为写字楼、政

府机关、星级酒店、文教体卫建筑、交通基建建筑等

公共建筑及住宅（面向地产商）提供室内建筑装饰

的施工和设计服务。

海通证券：30.98-36.15元

公司是综合性建筑装饰领先企业， 主要提供

公共建筑装饰及住宅精装修业务， 其中恒大地产

为公司第一大客户。公司项目经验丰富，设计及管

理能力强， 在全国各地承建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

精品工程。

2005-2014年我国公装行业规模由0.55万亿增

加到1.35万亿，存量市场空间广阔，增量空间依然可

观，行业集中度有望继续提升。与同行装饰上市企业

相比，公司业务规模相对偏小，上市后品牌和资金实

力提升，能够撬动更大、更好的项目，公装主业仍有

潜力可挖， 并且融资渠道拓宽也有助力公司实现跨

越式发展。此外，近期出台降低非限购城市首付比例

和房产交易费用等政策， 体现出政府稳定经济增长

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决心， 有助于地产销

售持续好转，提振开发商投资意愿，再加上住宅精装

修大势所趋，公司将显著受益。

公司在经营目标中提出将适时向产业链上游拓

展，力图打造建筑装饰业务“全产业链” 的企业集

团。本次公司募资用于建设装饰材料生产加工项目、

设计中心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和偿还贷款，以降低

公司经营成本，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项目达产后

预计每年新增折旧和摊销费用约1765万元。

资金离场加速 防御类品种获青睐

□

本报记者 张怡

本周以来，A股中前期稳定的主板市场乏

力滞涨，重心节节下移。 昨日沪指尾盘未能再

现权重护盘，回落至2800点一线，成交明显缩

量。前期二强八弱的格局被普遍回调的态势所

取代，短线资金情绪更趋谨慎。实际上，本周来

A股市场资金净流出额逐日增加，显示出资金

获利回吐动力增强。 昨日总体来看，两市仅有

食品饮料行业获得资金净流入，尾盘建筑材料

板块获得净流入，体现出部分资金在低吸低估

值防御类品种。

177亿元资金净流出

昨日，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出逾177亿元，环

比提升逾14亿元。与此前几日尾盘资金净流入

的情况不同， 昨日尾盘也呈现出净流出格局。

昨日， 沪深两市中仅有526只个股获得资金净

流入，本周呈现出逐日减少的情形，而昨日有

2025只个股遭遇资金净流出。

分市场板块来看， 昨日沪深300昨日资金

净流出了44.65亿元， 环比上一日的15.95亿元

明显提升，昨日开盘和尾盘均遭遇了资金净流

出，而且尾盘净流出逾19亿元，相较于开盘净

流出额7.69亿元扩大一倍多。 创业板昨日资金

净流出25.21亿元， 环比上一日的15.95亿元提

升也较为明显。 其中，昨日创业板尾盘净流出

9.29亿元， 相较于开盘的净流出额7.35亿元也

有所提升。 昨日创业板中有110只个股获得资

金净流入，而遭遇净流出的个股有331只。中小

板昨日资金净流出42.10亿元， 环比上一日的

39.62亿元小幅提升。 与创业板和沪深300相

似，昨日中小板尾盘资金净流出12.10亿元，相

较于开盘净流出额有所增加。昨日中小板中有

141只个股获得净流入，同时有554只个股遭遇

资金净流出。

近期A股市场中权重股支撑着主板指数，

创业板指数表现较为弱势，本周仅在周二反弹

明显，总体维系低位震荡格局。 分析人士认为，

上涨放量而下跌缩量的格局，意味着资金获利

回吐动力较强，谨慎情绪升温。

低估值消费类品种获青睐

随着政策预期的兑现，短线行情风险趋于

上升，投资者应见好就收，以防御为主，而回落

之后市场波段布局机遇或重现。

昨日，资金的避险情绪已经显现，低估值

消费类白马股获得资金的逢低吸纳。 行业方

面，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仅有食品饮料

行业获得资金净流入， 额度为964.43亿元；其

余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资金净流出。 其中，银

行、建筑材料、纺织服装和农林牧渔行业的净

流出额较低， 分别为3552万元、1.13亿元、1.87

亿元和1.95亿元；而房地产、计算机和传媒行

业的资金净流出额居前， 分别为19.42亿元、

16.75亿元和13.42亿元。

此外，从尾盘资金情况来看，建筑材料是

唯一获得净流入的板块 ， 净流入金额为

1128.85亿元；银行、食品饮料、农林牧渔、家用

电器和纺织服装等板块的尾盘净流出额较低。

个股方面，昨日青松建化、鸿博股份和康

美药业的资金净流入额居前三位，分别为2.19

亿元、1.22亿元和1.08亿元，同时，五粮液、豫光

金铅、赣锋锂业、强生控股、广州友谊、远大智

能、新亚制程和双汇发展的资金净流入额也均

超过了5000万元。相对而言，财信发展、信质电

机和东方财富的净流出额较高，分别为2.01亿

元、1.67亿元和1.53亿元。

沪港通延续双向净流入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综指昨日小幅低开后，维持窄幅震荡走势，尾

盘再度出现快速跳水，最低下探至2803.48点，2800

点变得岌岌可危，最终收报2804.73点，下跌2.02%。

与之相比， 港股表现稍强， 恒生指数昨日小幅高开

后，一度震荡上行，最高上探至20184.23点，此后维

持窄幅震荡， 不过尾盘出现跳水， 震荡翻绿， 收报

19984.42点，下跌0.06%。 由此恒生AH股溢价指数

昨日下跌1.93%，收报135.86点，下破半年线。

从沪港通使用情况来看， 沪股通昨日使用金额

为4.72亿元，剩余金额为125.28亿元，已用额度占比

为3.63%。 港股通使用金额为6.10亿元，剩余金额为

98.90亿元，已用额度占比为5.81%。 由此，沪港通已

经连续5日实现双向净流入。

从沪股通表现来看，44只股票上涨，488只股票

下跌，青松建化涨幅最大，为7.94%，而均胜电子、海

南矿业等13只股票跌幅超过5%。 从港股通表现来

看，昨日有93只股票上涨，175只股票下跌，利丰涨

幅最大，为4.95%。 而比亚迪电子、五矿资源等6只股

票跌幅超过5%。

创业板指创猴年成交地量

□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创业板指波动较大，早盘冲高触

及1991.36点后回落跳水， 午后再度上攻翻

红，但未能超过早盘高点，尾盘随着大盘的

回落再度跳水，最低触及1935.12点，下破5日

均线。 最终创业板指收于1936.97点，跌幅为

1.72%。 昨日创业板指的成交额为223.14亿

元，创下春节后单日最低成交额。

昨日创业板中仅有58只个股上涨，而

多达380只个股下跌。其中，科大智能、凯发

电气、新易盛、田中精机和昊志机电涨停；

此外仅有宝德股份涨幅超过5%。 相对而

言， 顺网科技和旋极信息两只个股跌停；

超图软件、 海默科技和开能环保的跌幅超

过7%。

从指数贡献度来看， 昨日三环集团、香

雪制药、温氏股份和东方网力对创业板指的

贡献度居前四位， 贡献度分别为0.96%、

0.73%、0.65%和0.17%；而顺网科技、旋极信

息、 东方财富和掌趣科技对指数的拖累较

大， 指数贡献度分别为-3.02%、-2.9%、-2.

54%和-1.40%。

总体来看， 短线资金派发情绪较浓，A

股市场整体呈现出上涨放量、 下跌缩量格

局，创业板也未能避免。 不过经过连续下跌

之后， 弹性较大的创业板或逐步酝酿局部

热点。

机构买入 双汇发展逆势大涨

昨日双汇发展逆市大涨，量能显著放大。

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 昨日有五家机构买入

该股。

双汇发展昨日以18.77元开盘， 之后震荡

上行，维持高位横盘震荡，午后涨幅进一步扩

大，最高升至20.29元，尾盘涨幅收窄，最终收

报20.05元，上涨6.82%。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双汇发

展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

额分别为7853.22万元、2671.68万元、1984.26

万元、1943.55万元和1527.22万元； 前五大卖

出席位中， 除了第三席为机构席位、 卖出

701.87万元之外， 其余四席均为营业部席位，

卖出金额分别为948.14万元、721.68万元、

619.78万元和615.14万元。

中泰证券研报指出，公司市场战略调整到

位，一季度业绩向好确定；餐饮持续回暖及通

胀预期升温，强化公司业绩改善；美式新品有

望使公司真正突破低温发展瓶颈；目前公司估

值处于历史绝对底部，拥有稳定高分红和25%

以上的ROE，是极佳的战略配置品种。 再加上

昨日五家机构一齐买入， 主力扫货特征明显，

短期有望延续强势。（李波）

顺网科技复牌引机构博弈

在停牌四个交易日之后，昨日顺网科技复

牌，股价低开震荡，尾盘封住跌停板，收于69.88

元。昨日顺网科技的成交额为8.89亿元，龙虎榜

中买卖双方均出现了多个机构专用席位。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顺网科技金额

最大的前五名中，除了第四名外均是机构专用

席位， 买入金额分布于1252万元至6783万元

之间不等；而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第一、

第二和第四名也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

分布于2107万元至4640万元之间不等。

顺网科技业绩良好，近期发布的一季报预

告中表示，预计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将同比增长

1.3倍至1.8倍。由此，公司获得多个投资机构的

关注，公司近期发布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显示，公司不排除将已有内容改编成VR版本，

公司会参与VR内容团队。

消息面上，日前，由全球移动游戏联盟主

办的第五届全球移动游戏大会GMGC2016刚

刚闭幕，而昨日HTC召开HTC� Vive开发者大

会，VR是主要议题。由此，VR概念成为了市场

资金关注的焦点。 分析人士指出，短线大盘回

落对个股行情形成压制， 但VR概念备受资金

关注， 后市随着大盘稳定后有望形成局部热

点，顺网科技股价有望获得支撑。（张怡）

机构入驻深纺织A

沪深股市昨日震荡下挫， 个股遭遇普跌，

其中深纺织A一度跌停。 但盘后公开交易信息

显示，两机构昨日买入该股。

深纺织A跳空低开后，震荡下挫，一度触

及跌停，此后维持低位震荡，午后跌幅再度扩

大，尾盘收报11.67元，下跌9.95%。 昨日深纺织

A的成交额为4.86亿元，较此前有所缩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深纺织

A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两家机构现身，分别买入

了991.31万元和941.52万元。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打浦路证券营业部的买入金

额最大，为1289.81万元。 昨日卖出深纺织A金

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华鑫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西安科技路证券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

大，为1452.34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 此前深纺织A连续上攻，

不过昨日伴随着市场整体回调，深纺织A大幅

回调，回吐之前涨幅。虽有机构小幅买入，但短

线震荡整固压力仍然较大。（徐伟平）

新三板交投平淡

□

本报记者 王威

昨日新三板交投继续维持5亿元左右的近期低

位。据Wind数据，昨日新三板合计成交5.79亿元，较

本周三小幅回升，但依旧处于近期相对低位。 其中，

做市转让股合计成交3.08亿元， 协议转让股合计成

交2.71亿元。

三板成指和三板做市指数昨日双双缩量收红。

三板做市指数盘初短暂窄幅震荡后随即快速跳水，

随后触底回升，尾盘则出现一波直线拉升，最终收报

1221.23点，上涨0.05%，仅成交1.82亿元。 三板成指

昨日则上涨2.26%，收于1284.15点，成交额仅为2.91

亿元。

昨日新三板出现成交的891只股票当中， 成交

额超过1千万元以上的有9只。 其中，合全药业和同

创伟业的成交额超过了6000万元， 分别达6650.00

万元和6105.25万元，东方网和东海证券的成交额也

分别达到了4314.36万元和3777.66万元。 昨日新三

板共有360只股票上涨， 安畅网络以2825.93%的涨

幅居于首位，金刚游戏、东海证券、图卫科技和沧海

核装的涨幅也超过了100%。 下跌的375只新三板股

票中，跌幅最大的为祥云股份，昨日下跌99.90%，紧

随其后的可瑞讯、 阳光小贷和科盾科技的跌幅也在

6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