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动股2）三机构买入多喜爱

昨日沪深股市大幅回落，个股也出现大面积下跌，不过次新股表现稍好，其中多喜爱涨停，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三机构买入

该股。

多喜爱昨日高开后，震荡向上，9点50分左右快速拉升，此后维持高位震荡，午后成交额再度放大，股价封死涨停板至收盘，收

报于36.38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多喜爱的成交额达到4亿元，较此前显著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多喜爱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三家机构现身，分别买入2933.92万元、1913.88万元和1386.88万

元，排在前三位。 昨日卖出多喜爱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玉林北街证券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

大，为3426.36万元。 其余营业部的卖出金额不足1000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沪深股市整体回落，但受益于高送转预期，次新股表现依然抢眼，机构也开始择机入场参与。 （徐伟平）

（异动股1）游资机构激烈博弈 金亚科技巨震涨停

昨日金亚科技结束了此前五个交易日的一字跌停，从跌停价快速拉升封死涨停板。不过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有五家机构卖出

该股。

金亚科技昨日以18.62元接近跌停的价位低开，之后快速拉升冲击涨停，震荡整理后于10：03封死涨停板，收报22.42元。该股昨

日成交31.54亿元，日换手率达到45.83%，日内振幅达到20.47%。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 金亚科技昨日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营业部席位， 买入金额分别为1.75亿元、1.46亿元、

8069.88万元、7560.21万元和6256.93万元； 前五大卖出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卖出金额分别为1.28亿元、1.08亿元、1.04亿元、

9956.77万元和9769.83万元。

金亚科技3月30日复牌后即开启补跌模式，股价连续五个交易日一字跌停；不过昨日曲风突变，股价盘中巨震，强势涨停。 金亚

科技昨日前五大买卖席位呈现明显的游资买入、机构撤离的特征，多空分歧明显，预计该股短期还将剧烈震荡。 （李波）

创业板指重回5日均线下方

□

本报记者 张怡

经过连续的震荡上行后，创业板指近期

向2300点发起挑战， 昨日高开于2310.92点，

开盘后便上攻触及2316.63点，但随后快速回

落翻绿， 节节回落退守5日均线下方， 收于

2248.69点，跌幅为2.10%。

个股来看， 昨日创业板中正常交易的

433只个股中， 仅有74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

中，长信科技、金亚科技、蓝海华腾等在内的

8只个股涨停；此外仅有双林股份、亿通科技

等5只个股涨幅超过了5%。相对而言，南通锻

压、航新科技、恒信移动的跌幅居前，不过跌

幅均未超过8%。

创业板昨日表现低迷，A股中热点大

面积熄火， 不过也要注意到， 全市场中并

无跌停股， 而且游资依旧较为活跃。 例如

次新股仍旧表现抢眼； 前期连续一字跌停

的金亚科技昨日从跌停板蹿升至涨停板，

换手率剧增， 这种异常格局显示出资金炒

作营造局部热点的特征较为明显。 在敏感

的游资尚未离场的情况下， 投资者短线不

必过度悲观， 不过热点轮动快速， 赚钱料

较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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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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新股指数逆势逞强

□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普遍回调的格局中， 概念板块大多

下跌，仅有次新股、新能源汽车和石墨烯指数

逆市上涨。 其中Wind次新股指数以2.01%的

涨幅遥遥领先于其他板块， 逆势走强格局日

益凸显。

个股来看，昨日24只此行股中有11只个

股实现上涨，其中，赛福天、通宇通讯、蓝海华

腾、名家汇、坚朗五金和景嘉微实现涨停，上

述这6只个股均是刚刚上市不久的个股，仍

然处于连续涨停的阶段。 不过昨日部分个股

已经出现成交放量亦或是盘中开板现象。 相

对而言，高澜股份、新易盛和苏州设计的跌幅

居前，分别下跌4.89%、4.77%和3.57%。

走势上来看， 尽管2月下旬开始凌厉下

跌，但自3月以来，次新股指数就掀起了一轮

强劲反弹，其中经过小幅回调后已经六连阳，

期间多次跳空高开， 至昨日已经几乎收复了

2月下旬的失地。

短线来看， 存量博弈格局下市场趋势性

行情暂难成行， 资金炒作局部热点的积极性

较高， 不过连续上涨之后次新股指数已经开

始挑战前高点， 上一次未能突破的区域这一

次突破起来也并不容易，此时不宜盲目追高。

沪港通“北冷南热”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综指昨日小幅高开后，震荡回落，不过

午后跌幅明显收窄， 不过尾盘出现一波快速

跳水， 最低下探至3007.06点， 尾盘收报于

3008.42点，下跌1.38%。 与之相比，恒生指数

在连续回落后，昨日止跌企稳，早盘小幅高开

后，一度快速回落，盘中一度翻绿，但尾盘再

度收红，收报于20266.05点，上涨0.29%。

在此背景下，沪港通再次出现“北冷南

热” 的情况，当日沪股通使用金额仅为0.77

亿元，剩余额度为129.23亿元，已用额度占比

仅为0.59%；与之相比，港股通昨日使用金额

则超过10亿元， 达到11.14亿元， 剩余额度

93.30亿元，已用额度占比为11.14亿元。

从沪股通个股来看，昨日仅有52只股票

上涨，477只股票下跌，仅有武汉控股、香江

控股和爱建集团3只股票涨停； 从港股通个

股来看， 昨日有153只股票上涨，129只股票

下跌，马鞍山钢铁股份、重庆钢铁股份和中国

忠旺3只股票涨幅居前， 超过8%， 分别上涨

11.32%、8.49%和8.11%。

国防军工行业领跌

□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A股市场陷入回调， 行业板块全面

收绿，其中，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国防军工

指数以2.72%的跌幅位居跌幅榜首。

个股来看， 正常交易的31只成分股中，

仅有博云新材实现上涨，涨幅为3.11%；而其

余个股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其中， 航新科

技、上海佳豪、振芯科技和航天通信的跌幅居

前，分别下跌7.53%、5.89%、4.8%和4.74%。

消息面上并无明显的利空冲击， 不过跌

幅居前的个股均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因素制

约。 例如航新科技最新发布的2015年业绩显

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下跌18.95%

和10.24%；上海佳豪则在近日收到董事辞职

报告， 其持有公司股份近288万股。 相对而

言， 军工相关企业不少被认为受益于国企改

革和债转股政策， 而且也受益于国防军工技

术进步。

从走势来看， 昨日的下跌使得国防军工

指数重新回到了整理箱体内， 跌破5日和10

日均线，大盘震荡格局下，短线或将维系整理

蓄势态势。

短线思维掣肘 融资余额难连增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4月5日的普涨行情带动融资客快速加仓，

当日两融余额增幅超过百亿元。 4月6日沪深股

市融资余额继续上升， 不过增幅放缓， 仅为

29.98亿元，两融余额出现两连增。 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融资客依然被短线思维掣肘，当日融资

买入额环比下降，融资偿还额环比上升，考虑到

短线反弹出现波折， 融资余额的连增势头可能

会中断。

两融余额逼近8900亿元

4月6日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为8896.23

亿元， 逼近8900亿元关口， 其中融券余额为

23.73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0.09亿元。融

资余额为8872.50万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

29.89亿元。当日融资买入额为661.24亿元，较前

一个交易日下降了116.86亿元； 当日融资偿还

额为631.35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7.41亿

元。 由此来看，融资加仓亿元降低，而借机锁定

收益的意愿提升。

从行业板块来看，融资客布局出现分化，机

械设备、 电气设备和银行板块的融资净买入额

居前，超过3亿元，分别为9.17亿元、3.54亿元和

3.07亿元。 电子和商业贸易的融资净买入额超

过2亿元，分别为2.13亿元和2.06亿元。 另有6个

行业板块的融资净买入额超过1亿元。 与之相

比，综合板块的融资净偿还额居首，达到1.61亿

元。 公用事业和非银金融板块的融资净偿还额

超过5000万元， 分别为6394.93万元和8899.69

万元。

从个股来看，4月6日正常交易的887只两融

标的股中，有447只股票实现融资净买入，机器

人的融资净买入额居首， 达到3.85亿元。 多氟

多、中信重工、长园集团、西部证券、长信科技和

光线传媒的融资净买入额超过亿元。 25只股票

的融资净买入额超过5000万元，64只股票的融

资净买入额超过3000万元。 在出现融资净偿还

的410只股票中，中国宝安、中鼎股份、梅雁吉

祥、中国石化和东软集团的融资净偿还额居前，

超过1亿元， 分别为1.76亿元、1.51亿元、1.19亿

元、1.16亿元和1.07亿元。

融资客加仓意愿下降

4月1日沪深股市出现67.92亿元的净偿还，

融资客在月初兑现了3月的部分收益。不过4月5

日沪深股市强势上冲， 沪综指突破2900点至

3000点的箱体， 创业板更是冲至2300点之上，

在此背景下， 嗅觉敏锐的融资资金快速入场，4

月5日沪深股市融资净买入额超过百亿元，达到

124.27亿元。 4月6日沪深股市融资余额继续走

高，逼近8900亿元，不过当日融资净买入额萎缩

至29.89亿元。 具体分析，当日融资买入额骤降

逾100亿元，与此同时，融资偿还额反而出现上

升，一降一升反应了融资客的谨慎心态。

此外，从布局方向上看，当日融资净买入股

票达到447只，融资净卖出股票也有410只。 融

资净买入额超过1亿元的标的有7只， 融资净偿

还额超过1亿元的也有5只。 虽然融资余额继续

增加，但在个股上却并不明显，反而在部分股票

上选择了逢高撤离。

3月份融资余额一度出现一波5连增， 而这

段时间恰好是行情最为强势的阶段。 而从目前

来看， 沪综指突破2900点至3000点的箱体后，

来到筹码密集积压的区域， 愈往上走， 压力愈

大， 短期反弹无可避免会出现反复， 在此背景

下，融资余额的增长势头也可能出现放缓，短期

可能会出现小幅回撤。

资金离场脚步加快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股市震荡回调， 两市资金净流出

规模环比提升，资金离场脚步进一步加快。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两市共计净流出

533.75亿元，净流出规模环比周三大幅提升，为2

月26日以来最大单日净流出额。 昨日开盘和尾

盘均出现资金净流出，规模分别为142.87亿元和

117.72亿元。沪深300、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净流

出134.81亿元、143.95亿元和119.49亿元，净流出

规模均环比提升。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只有钢铁板块实

现净流入，规模为1.33亿元，其余板块全面遭遇净

流出。其中，休闲服务、采掘和建筑材料板块的净

流出额相对较小， 分别为4.57亿元、4.88亿元和

5.03亿元；计算机、电子和机械设备指数的净流出

额居前， 分别为72.37亿元、42.36亿元和40.84亿

元，传媒和非银金融板块净流出逾30亿元。

昨日共有603只股票实现净流入，其中金固

股份、坚朗五金和洲际油气的净流入额居前，分

别为4.23亿元、3.62亿元和2.31亿元；1907只资金

净流出股票中，中兴通讯、杭电股份和游族网络

的净流出规模居前，分别为7.85亿元、4.50亿元和

3.89亿元，共有34只股票的净流出额超过2亿元。

支付宝刷脸支付技术亮相 人脸识别主题再掀热潮

□

本报记者 李波

支付宝4月8日将在杭州西湖文化广场展示

其全新的刷脸支付技术“Smile� to� Pay” ，该支

付认证技术由蚂蚁金服与Face++合作研发，识

别准确率高于人眼。近年来，人脸识别正在被广

泛用于银行、电子商务、安全防务等领域，金融

和互联网巨头纷纷加码，产业步入爆发式增长。

业内人士预计， 人脸识别未来潜在的市场规模

将超过千亿，行业大潮已至，向上趋势确立。 A

股市场人脸识别概念中长期成长空间明确，短

期更有望受到支付宝刷脸支付技术亮相的正面

刺激。

支付宝发布人脸识别技术

支付宝官方微博昨日称， 今日在杭州西湖

文化广场，支付宝“Smile� to� pay” 人脸识别

技术将会亮相。 据了解，该支付认证技术由蚂蚁

金服与Face++合作研发，Face++人脸识别技

术可以达到99.5%准确率， 高于人眼97.52%的

准确率，甚至可以分辨双胞胎。 面部识别所需的

结构、五官以及肌肉等方面的数据处理分析，由

阿里云计算提供。

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

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 用摄像机或摄像

头采集含有人脸的图像或视频流， 并自动在图

像中检测和跟踪人脸， 进而对检测到的人脸进

行分析。 根据国际生物识别集团（IBG）最新权

威 报 告 《生 物 识 别 市 场 与 产 业 报 告

2009-2014》，在各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中，人

脸识别的市场空间已经位居语音识别等其他生

物特征识别技术之上，仅次于指纹识别。

近年来， 生物识别技术在金融和互联网领

域的应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人脸识别正在

被广泛用于政府、军队、银行、社会福利保障、电

子商务、安全防务等领域，金融和互联网巨头纷

纷加码人脸识别。 去年开始，刷脸取现、刷脸开

户积极推进， 阿里、 腾讯先后推出刷脸支付计

划，今年3月26日，北京市2016年高校高水平运

动队招生统一测试首次启用人脸识别技术以验

证考生身份。可以预见，随着技术的日渐成熟和

人们对私密信息和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 人脸

识别技术将广泛普及于相关领域。

人脸识别应用进入爆发期

从技术上看， 人脸识别的精准度已经超过

人眼， 同时大规模普及的软硬件基础条件也已

具备，在金融与安防领域需求迫切，并成为互联

网巨头争相抢夺的风口。 据预测，未来三年内我

国人脸识别产业的年销售额有望过百亿， 将现

爆发性增长，产业化进程也将大幅提速。

兴业证券研报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人脸识

别技术的入口价值不可低估， 随着商业模式的

不断创新， 人脸识别全球潜在的市场规模超过

万亿。 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 互联网普及程度

高，人脸识别技术全球领先，将成为人脸识别领

域的主战场，未来潜在的市场规模将超过千亿。

互联网金融和安防领域将成为人脸识别应用爆

发的急先锋：互联网金融业务通过“远程人脸识

别+身份证件核实” 的方式进行身份验证，可有

效解决面签难题， 人脸识别技术有望成为互联

网金融行业的标配；而在安防领域，人脸势必可

以显著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治安管理成本，应用

前景极佳。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人脸识别行业大

潮来临，向上趋势已经确立。支付宝人脸识别技

术的亮相，短期有望再度带热人脸识别主题，A

股市场相关概念股有望获得关注。

三板做市指数

震荡回落

□

本报记者 王威

在周三突破7亿元后， 昨日新三板交投

再度小幅降温， 合计成交降至6.54亿元。 其

中，协议转让股成交2.02亿元，与周三基本持

平；做市转让股则降至5亿元下方，合计成交

仅4.52亿元。

三板做市指数昨日开盘后随即指数震荡

回落，并维持低位震荡走势，尾盘再度出现直

线拉升但未能成功翻红， 最终收报1247.60

点， 下跌0.09%。 三板成指则继续上涨，报

1315.98点，涨幅为0.05%。

昨日新三板共有1060只股票成交，其中

有10只新三板股票的成交额在1千万元以

上，卫东环保和联讯证券蝉联前两名，成交金

额分别为6402.86万元和3414.22万元， 其余

股票的成交额则均未超过2000万元。 昨日上

涨的467只新三板股票当中， 金泉科技涨幅

最大，达1200.00%，南京证券、国豪股份、科

佳商业和银利智能涨幅也分别达到了

693.27%、257.14%、230.19%和200.00%，另

有大泽电极、宇晶机器、福能租赁和利通液压

的涨幅均在100%以上。 下跌的400只新三板

股票中， 中阳股份以77.27%的跌幅居于首

位，紧随其后的晶品新材、松竹铝业、三景科

技和宁变科技的跌幅也超过了50%。

脉冲行情预示“春困” 模式延续

□

本报记者 王威

近期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上涨—调整—上

涨—调整”脉冲式行情，在周二普涨上攻后，周

三周四市场再度步入了震荡整理过程，而且量

能逐步萎缩，热点轮换也出现提速特征。 从历

史上看，在每一阶段突破后，市场都会进入热

点结构性分化的调整过程。 因此在大盘站稳

3000点后，市场凭借短线热点的缺失再度展开

调整，期间个股行情料将突出。

新高后回落 沪指险守3000点

昨日A股高开低走， 尾盘则出现快速跳

水。 上证综指昨日小幅高开于3058.34点，盘

初一度小幅上扬，摸高3062.36点并创下了1

月11日的新高， 但随后便开始一路震荡回

落，临近午盘跌幅收窄并在3022点附近维持

横盘震荡走势，午后震荡回升，但尾盘再度

回落，跌幅也再度超过1%，最终收于3000点

上方。 除了上证综指以外，昨日早盘各主要

股指均创下了近期新高。 其中，深证成指昨

日早盘以10743.23点刷新1月11日以来的新

高 ； 创业板指和中 小板综指也分别以

2316.63点和11510.43点， 双双创下1月8日

以来的新高。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报3008.42点，下跌

42.17点， 跌幅为 1.38% ； 深证成指收报

10504.88点，下跌178.98点，跌幅为1.68%。“中

小创”品种昨日尾盘跳水幅度较大。 其中中小

板综指收报11272.12点，下跌1.66%；创业板指

数则收于2248.69点，下跌2.10%。

尾盘出现的跳水走势使得盘中本就不多

的热点“雪上加霜” 。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

指数全部收绿。 其中，国防军工、计算机、传媒

和农林牧渔指数的跌幅较大，均在2%以上；而

跌幅不足1%的板块只有5个， 分别为钢铁、汽

车、综合、采掘和银行。

136个Wind概念板块昨日收红的也仅有

次新股、新能源汽车和石墨烯指数，涨幅分别

为2.01%、0.58%和0.49%，昨日跌幅超过2%的

概念板块则多达43个，其中网络安全、移动支

付、 移动转售板块跌幅居前， 昨日分别下跌

3.01%、2.91%、2.74%。 全部A股中下跌股票共

有2064只，而上涨股票仅426只，其中涨停板

家数较上个交易日继续减少，共有29只个股封

死涨停板，但并无股票跌停。

昨日两市量能出现小幅萎缩，而且沪深两

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据Wind资讯数据，在连

续两个交易日成交额超过7000亿元后，昨日沪

深两市成交额小幅下降至6985.65亿元。 其中，

沪市成交2439.63亿元， 延续本周以来的逐日

萎缩态势； 而深市成交额则继续小幅放量，昨

日共成交4546.02亿元。

“春困”行情料延续

近期以来，市场连续出现脉冲式快攻后连

续调整的态势。3月29日上证综指大涨2.77%后

陷入横盘震荡，紧接着两个交易日分别小幅上

涨0.11%和0.19%；本周二上涨1.45%后，周三

和昨日分别下跌0.08%和1.38%。 “一步两回

头” 式的走势叠加量能未能有效放大，以及盘

面特征都显示当前市场的震荡整理格局仍将

延续。

一方面， 市场在每一个阶段性突破之后，

都会出现调整来消化压力，盘面热点表现为结

构性分化及持续性较差的特点。 量能方面，上

涨没有出现明显放大， 而调整量能并未回落，

也暗示了当前资金的信心较为匮乏，且仍以存

量博弈为主。 另一方面，市场风格及热点的切

换太快，投资者心态依然十分敏感，见好就收

情况较多。

不过投资者也无需悲观，预计个股行情不

会缺乏。 市场结构性分化行情中个股的表现将

明显强于大盘； 而且从3月下半月市场缩量震

荡的过程中来看，期间不少个股也出现了强势

反弹的特征。

招商证券预计，市场即将选择方向，风格

短时仍处于“手快有、手慢无”“重个股、轻板

块” 的阶段。主题轮动已然悉数登场，短时不再

奢望某板块启动暴力拉升。前期强势主题完全

符合总结的主题轮动经验规律，滞涨主题虽有

表现但连续性不佳。 市场依然处于交易活跃、

（宽幅）震荡、时常快上快下、主题性炒作为主

的“转型牛·螺旋市”之中。

游资机构激烈博弈 金亚科技巨震涨停

昨日金亚科技结束了此前五个交易日的一

字跌停，从跌停价快速拉升封死涨停板。 不过盘

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有五家机构卖出该股。

金亚科技昨日以18.62元接近跌停的价位低

开，之后快速拉升冲击涨停，震荡整理后于10点03

分封死涨停板，收报22.42元。该股昨日成交31.54亿

元，日换手率达到45.83%，日内振幅达到20.47%。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金亚科技

昨日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营业部席位，买入金额

分别为 1.75亿元 、1.46亿元 、8069.88万元 、

7560.21万元和6256.93万元；前五大卖出席位均

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分别为1.28亿元、1.08

亿元、1.04亿元、9956.77万元和9769.83万元。

金亚科技3月30日复牌后即开启补跌模式，股

价连续五个交易日一字跌停； 不过昨日曲风突变，

股价盘中巨震，强势涨停。 金亚科技昨日前五大买

卖席位呈现明显的游资买入、 机构撤离的特征，多

空分歧明显，预计该股短期还将剧烈震荡。（李波）

三机构买入多喜爱

昨日沪深股市大幅回落， 个股也出现大面

积下跌， 不过次新股表现稍好， 其中多喜爱涨

停，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三机构买入该股。

多喜爱昨日高开后， 震荡向上，9点50分左

右快速拉升，此后维持高位震荡，午后成交额再

度放大，股价封死涨停板至收盘，收报于36.38

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多喜爱的成交额达到4

亿元，较此前显著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多喜爱

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三家机构现身， 分别买入

2933.92万元、1913.88万元和1386.88万元，排在

前三位。 昨日卖出多喜爱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

商营业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玉林北

街证券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 为3426.36万

元。 其余营业部的卖出金额不足1000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沪深股市整体回落，但

受益于高送转预期，次新股表现依然抢眼，机构

也开始择机入场参与。 （徐伟平）

爱迪尔换手超30%�机构博弈

近期高送转概念股获资金热捧， 其中安迪尔

计划每10股转增20股并派1.1元。由此，安迪尔3月

17日以来股价不断走高， 且由于4月11日的除权

派息日为渐近，近期涨势更为凶猛，连连跳空高开

及涨停，至昨日收盘其阶段涨幅高达81.15%。

在周三涨停后，昨日爱迪尔小幅高开于68.00

元，盘初一度翻绿窄幅震荡，但很快便重拾升势，

午盘起维持高位震荡走势，14时14分左右上封涨

停， 直至临近收盘涨势小幅回落， 涨幅收窄至

8.64%，收于73.80元，盘中一度以74.72元创下了

2015年6月8日以来的新高。 昨日爱迪尔合计成交

9.66亿元，较前两个交易日明显放量，而且换手率

达到了31.63%，在全部A股中排名居前。

从龙虎榜数据来看，周三和周四机构席位频

繁现身爱迪尔。 4月6日，爱迪尔的前五大买入席

位中的第一和第四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分别买

入了3668万元和1600万元。 昨日的第一和第三

大买入席位同样被机构专用席位占据，买入金额

分别为5554万元和2848万元， 不过第二大卖出

席位同样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了3621万元。 除

此之外， 昨日的第二大买入席位为“涨停敢死

队” 中的知名游资席位中信证券上海溧阳路营

业部，买入了2943万元，其余席位则均为普通券

商营业部席位。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该股涨幅较

大，资金博弈较为激烈，而且逼近除权除息日，短

期波动料加大，不宜盲目追涨。（王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