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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创历史新高 部分白酒股遭机构抛售

□本报记者 吴玉华

昨日， 两市震荡上涨， 深成指涨超

3%，沪指、创指涨幅均超过2%。 截至收

盘，上证指数逼近3100点，创业板指站上

1700点。 在昨日行情大涨背后，白马股可

谓是功不可没 ，Wind白酒指数上涨

8.52%，板块内金种子酒、口子窖、泸州老

窖等多股涨停。

分析人士表示， 从盘中板块表现来

看，主线已出现切换迹象，市场再现分化

格局，题材炒作有退潮迹象，蓝筹股接力

上行。 后市年报密集披露期来临，或与当

下行情共振， 预计短线蓝筹风格将会延

续，建议投资者关注底部绩优股。

贵州茅台创新高

昨日，白酒板块表现突出，贵州茅台

股价突破800元，盘中最高达到814.53元，

创出历史新高。 截至收盘， 贵州茅台报

810.09元，上涨4.22%，这也是贵州茅台历

史上收盘首度站上800元大关，截至收盘，

茅台市值达到10176.35亿元。

从昨日上证指数的个股贡献度来看，

贵州茅台是对上证指数贡献度最高的个

股，贡献度达到了3.78点，比排名第二的工

商银行高了2.05点。

今年以来， 贵州茅台累计上涨了

37.30%， 作为北上资金一直钟情的对象，

随着今年以来北上资金的持续净流入，北

上资金对贵州茅台持股也日渐提高。

Choice数据显示，今年年初，北上资金持

有贵州茅台9995.38万股， 截至3月15日，

北上资金对贵州茅台的持股量已经达到

了11998.02万股，增加了2002.64万股，对

贵州茅台的持股比例从 7.95%增加到

9.55%。 充分反映了北上资金对贵州茅台

的偏爱。

截至3月18日，Choice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在沪股通上榜十大活跃股中，贵州茅

台49次登上十大活跃股， 北上资金累计净

买入贵州茅台139.54亿元，3月18日净买入

2.12亿元。 在昨日贵州茅台创新高的背后，

主力资金也净买入了贵州茅台2.73亿元。

贵州茅台的吸金作用不容忽视。

机构卖出部分白酒股

在贵州茅台创历史新高，市值超过万

亿元后，白酒板块也是昨日两市最大的亮

点，Wind白酒指数上涨8.52%， 板块成交

额达到242.8亿元。 板块内金种子酒、口子

窖、老白干酒、泸州老窖、今世缘、顺鑫农

业、 古井贡酒等涨停， 五粮液上涨

10.00%， 涨停未被封住。 Choice数据显

示，申万三级白酒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入超

过20亿元。

作为北上资金偏爱、机构重仓的白酒

板块，在昨日的上涨后，从盘后几只白酒

股的龙虎榜来看， 机构进行了卖出操作，

深股通净卖出五粮液3.32亿元，此外还有

两机构席位净卖出2.8亿元。 深股通净买

入泸州老窖0.8亿元， 此外三机构席位净

卖出2.58亿元。 同时在顺鑫农业上也出现

了机构净卖出的行为，可见机构对于白酒

板块已经出现了一定分歧。

针对白酒板块后市， 华创证券表示，

目前估值继续向上修复空间有所收窄，但

短期的流动性宽松、基本面预期改善以及

外资持续流入预期带来的估值体系重构

等积极因素仍将利好板块投资情绪，3月

在基本面预期改善及“春糖” 预计反馈正

面的判断下基本面风险不大。

两融余额高位“打滑”

融资客辗转换仓

□本报记者 叶涛

Wind数据显示，截至上周五，沪

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报8858.15亿元，

环比继续下滑， 但全周来看余额仍然

呈现增长态势， 只不过增速较前有所

放缓。与此同时，当天市场融券余额也

略有上升。市场人士预计，随着市场盘

整的展开， 预计两融市场也将进入多

空博弈加剧阶段。

余额小幅下滑

Wind数据显示， 上周五沪市两

融余额报5418.63亿元， 较前一日

5426.78亿元略有下滑；深市两融余

额也从3456.47亿元下降至3439.52

亿元。 由此，在3月13日创下阶段新

高的背景下， 市场两融余额开始遭

遇“两连降” 。

融资方面，3月15日市场融资买

入额为698.93亿元，环比下降39.79亿

元， 同期融资偿还额环比也出现一定

幅度下滑 ， 从 750.39亿元下降至

725.71亿元。 无论融资买入还是融资

偿还， 与3月初动辄千亿元水平相比

都有明显萎缩。这或意味着，随着市场

修复性反弹的展开以及指数中枢上

移，增量入场开始显露谨慎之色。

与此同时， 经历上周前半段接连

回落后，3月15日市场融券余额重新抬

头，出现1.70亿元增长。不过整体来看，

目前市场融券余额仍在2月下旬水平

上原地踏步， 预计短期市场谨慎情绪

虽然开始发酵， 但两融市场基调仍然

偏向多方，尚未朝着悲观方向演绎。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当前行情主

要是在宏观经济预期较前期上修，政

策利好不断， 驱动市场风险偏好提

升，叠加市场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条件

下展开的。 发展直接融资以利于培育

新经济动能预计将成为驱动市场风

险上行的核心政策利好主线，外资定

价权和科创板定价权提升是本轮行

情两个重要特征。 基于这一基本判

断，短期的市场回调，更多的反应了

短期偶发因素冲击下交易拥挤风险

的释放，市场上涨的主逻辑并没有破

坏， 市场上行的结构秩序并未破坏，

市场主体并未因为短期回调产生明

显的恐慌情绪扩散。

短期存在扰动

梳理行业板块，当前形势下热门

板块仍不乏融资客捧场。 数据显示，3

月15日有11个申万行业板块获得融

资净流入，其中传媒、化工、食品饮

料、机械设备、建筑装饰、交通运输五

大板块净流入额均在1亿元以上，传

媒板块净流入额最高， 为3.00亿元。

不过，非银金融、电子、通信、计算机、

银行等十余个板块当天也集体遭遇

融资净流出。

市场人士认为， 行情压力释放之

际，场内存量资金非但没有大举撤离，

反而在行业板块之间辗转腾挪， 预计

后市随着风险情绪改善， 市场赚钱效

应将卷入重来。综合而言，风险偏好改

善逻辑目前并未证伪， 情绪预期虽然

出现波动但中期向好趋势不变。 在市

场展开新一轮突破前， 获利盘了结诉

求势必对市场走势和两融余额变动带

来扰动。

针对后市，山西证券认为，大盘将

整体表现为偏于横盘震荡的走势，并

伴有阶段性较大回调， 但只要消息面

不出现超预期的利空， 指数不涨个股

涨、 东边不亮西边亮的结构化行情仍

有望延续。

沪深300现2月以来最大资金流入

投资脉络生变 慢牛预期强化

□本报记者 牛仲逸

18日，A股市场再现放量普涨， 中信

一级行业全线上涨。 在此背景下，两市主

力资金重获净流入。 分析指出，经过近期

指数在3000点一线反复震荡整理后，筹码

开始趋于稳定， 市场上行基础得到夯实，

主力资金有望重回做主思路。

主力资金呈现两特征

Wind数据显示，18日，沪深两市主力

资金净流入64.83亿元，分类看，沪深300

指数净流入132.08亿元，创业板指数净流

出20.52亿元， 中小板指数净流出18.69亿

元。

通过梳理2月以来主力资金动向发

现，有两大特征值得关注：

首先，上一次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入还

要追溯至2月25日， 当日主力资金净流入

179.61亿元，沪指上涨5.6%。

其次，18日沪深300指数主力资金净

流入金额为2月以来最高。

“当前指数已逼近3月7日创下的阶

段高点，主力资金重回净流入，表明对后

市的乐观态度。 ”一市场人士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近两个交易日大消费品种走

强， 而前期强势的科技品种陷入阶段调

整，从主力资金流向看，市场短期风格从

题材龙头向业绩龙头切换。

兴业证券策略研究指出， 经过2个多

月的上涨，各主要板块估值水平较去年年

底有所修复， 其中创业板PE从29倍升至

42倍， 沪深300的PE从10倍修复至12倍，

仍在历史估值左侧分位25%左右。 而下一

阶段市场将逐步从风险偏好提升带动估

值修复，转向上市公司业绩等方面。

关注基本面变化

经历前期的逼空行情后，指数在3000

点一线停住“脚步” ，反复震荡夯实，慢牛

预期得到强化。那么后市进一步上涨的逻

辑是什么？ 有哪些投资机会值得关注？

“在行情已经有过一轮大幅上涨之

后，建议更加关注基本面的变化。” 国信证

券策略分析师燕翔表示，而通过对比历史

上指数在3000点左右时上市公司的估值

分布及与盈利的匹配情况，当前权益资产

仍然具有较好的投资性价比。

宏信证券策略分析师徐伟表示，近期

市场休整更加是来自于节奏上的，而非趋

势上的。外部环境、政策、监管等关键性因

素明显改善，基本面中期预期改善，市场

较低估值和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实质性突

破等均支持市场中期继续向上。

在投资机会上，华鑫证券策略分析师

严凯文认为，在经过牛市预演中题材股的

疯狂之后，投资者情绪已经被调动，但在

经历题材股连续跌停之后，投资思路也将

趋于理性，下一阶段蓝筹行情更美。

从长远看， 白马蓝筹相比题材具备有

更为稳健的经营业绩， 虽然在牛市初期阶

段， 由于场内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快速提升，

更偏爱前期大幅度超跌的题材概念品种，主

要因为其弹性大。但经过初期阶段的疯狂之

后，投资者更趋于理性，对企业本身的预期

利润增速、分红率、估值的关注将有所提升，

而这些均是多数题材概念企业所不具备的。

燕翔表示，结构上，建议重点关注三

个方向：一是金融供给侧改革大背景下的

大金融板块， 二是以5G和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科技前沿板块，三是对公服务2B端的

优势企业。

景气度回升

全球半导体板块表现抢眼

□本报记者 陈晓刚

尽管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预测半导

体行业风险上升的观点络绎不绝，但

费城半导体指数自去年年底触底以来

一直呈现强势反弹态势。 截至3月15

日 ， 该指 数今年以来 已上 涨至

1392.355点，涨幅为20.53%。 值得一

提的是，3月15日当日，费城半导体指

数创出年内新高， 距离2018年3月12

日创出的历史高点1445.901点只有不

到4%的涨幅。 数据还显示，强势的不

仅仅是美股半导体板块，欧洲、亚洲市

场的半导体板块近日也普遍走强。 分

析机构预测，全球半导体行业景气周

期预计在2019年下半年回暖，届时行

业有望呈现前低后高的运行态势。

两大事件值得关注

上周两大事件引发了市场对半导

体行业的关注。

首先是芯片巨头英伟达宣布将斥

资69亿美元收购以色列芯片设计商

Mellanox，这是英伟达有史以来最大

规模的收购。由于Mellanox在数据中

心服务器方面拥有核心产品Infini-

Band，市场看好英伟达有望从单纯的

AI芯片供应商进一步向更完整的数

据中心服务供应商转型，并进一步认

为数据中心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电脑

业务形态之一。

天风证券认为，在过去的三年中，

并购浪潮重塑了全球半导体行业，

2015年至2018年中，并购交易的总价

值超过2450亿美元。 通过并购，公司

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急需的技术，

实现发展甚至是多赢的局面。 今年半

导体的主线依旧为收购逻辑。

其次是半导体巨头博通发布的财

报以及业绩展望。 该公司维持2019年

营收展望245亿美元的目标不变，并

预计半导体业务将在第二财季触底，

下半年将恢复“非常有意义的”增长。

受乐观预期影响，该股股价15日创下

历史新高。

多家华尔街投行认为， 尽管半导

体行业仍面临逆风， 但龙头企业在一

些市场的领导地位和产品周期将更加

稳定。 特别是博通财报显示数据中心

的业务扩展仍在继续， 市场对互联连

接的需求将成为整个行业的“顺风” 。

行业回暖在即

花旗集团的研究报告指出， 内存

芯片设备的订单正在改善。 光大证券

则认为， 从需求角度看， 结合5G在

2019年、2020年商用的建设进展以及

2019年下半年汽车行业有望进入补

库存阶段，预计2019年下半年的半导

体行业下游需求有望回暖。

A股市场， 半导体板块今年以来

表现抢眼。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

18日，申万行业分类（二级）中的半

导体指数60个交易日上涨34.45%。34

只成分股中，北方华创、士兰微、盈方

微三只个股年初以来的涨幅都超过

80%。天风证券预测，中国集成电路产

线的建设周期将会集中在2018-2020

年释放，在投资周期中，能够充分享受

本轮投资红利的是半导体设备公司。

在欧洲市场上， 斯托克600指数

下属科技指数近日创下年内新高，并

收复了去年10月以来的大部分失地。

英飞凌、 阿斯麦等半导体龙头公司股

价普遍走强。在亚太市场上，半导体巨

头台积电18日股价创出去年10月上

旬以来的新高， 并引领台湾股市半导

体板块持续走强；富士通、东京电子、

SUMCO等半导体个股18日也表现强

势，带动当日的日经股指走高。

本周，半导体行业将进一步聚焦美

国最大的内存芯片制造商美光公司于3

月20日发布的财报，市场希望从中寻找

到的线索包括：内存芯片价格是否将出

现反弹以及高库存量的预期是否将对

相关企业的盈利增长构成压力。

3·15利空消化

“地雷阵” 或变“黄金坑”

□本报记者 王朱莹

3月18日早盘，被“3·15晚会”点名的

电子烟、 家电和网贷概念股纷纷低开低

走，但随着大盘迅速拉升，相关概念股跌

幅急剧收窄，有的甚至翻红进而大涨。

从2018年基金四季报来看，不少机构

持有相关上市公司。 一家机构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跑啊，先出来看看。 就怕发

酵，除非有强大的基本面支撑。 ” 相关概

念的“V” 型反弹无疑令人感慨：牛市来

了，什么利空都能轻易被消化。

忐忑之后见真章

2019年“3·15晚会” 曝光了七大案

例，其中就包括高科技灰色产业链、家电

维修乱象、“714高炮” 网贷乱象、电子烟、

银联闪付、骚扰电话等问题，涉及蓝色光

标、科大讯飞、文峰股份、电广传媒、汤臣

倍健、顺灏股份等股票。

在度过了忐忑的周末后，有股民一大

早就上股吧询问相关上市公司股价会否

受报道的影响。 例如，一位电广传媒的投

资者询问：“3·15利空影响几何？”电广传

媒间接参股深圳萨摩耶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该公司是晚会曝光的“探针盒子” 案

例中的涉事企业。

又如蓝色光标的投资者心有余悸道：

“‘3·15晚会’ 点名，深交所发关注函，多

舛的蓝标挺住啊。 ”

盘面上看，本次受波及的A股上市公

司除了顺灏股份（全日下跌7.83%）、电广

传媒 （下跌3.04%）、 东风股份 （微跌

0.57%）、新力金融（微跌0.52%）和小天

鹅A（微跌0.40%）下跌之外，其余股票均

以红盘报收。 其中在“家电维修乱象” 中

被牵涉的惠而浦涨停，在“探针盒子” 乱

象中被涉及的汤臣倍健上涨7.78%。

从18日股价表现上看，相关公司对利空

迅速消化，对股价打压力度大幅小于预期。

“实际上，‘3·15晚会’对上市公司的

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以及间接影响。其

中，前者主要指‘3·15晚会’ 直接曝光、点

名具体的上市公司名称， 而对于这类上市

公司而言， 无疑会带来非常沉重的品牌负

面冲击影响。 至于后者，‘3·15晚会’并未

直接点名曝光，但对于被揭露的企业，其背

后隐藏的信息，则很容易遭到市场的挖掘，

例如企业背后的股东情况、 企业的短期或

长期合作关系等， 这对于部分受牵连的上

市公司而言，则将会面临间接影响。 此外，

则是从整个行业的角度分析， 若被曝光的

事件比较严重， 可能会引起整个行业的大

洗牌， 甚至会引发行业监管与打击力度的

加大， 对企业的后续发展无疑构成实质性

的冲击。 ”财经观察员郭施亮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除了家电

类上市公司以及电子烟整个行业被直接

点名外，其余都为间接影响，因此整体利

空有限。 同时市场正处于强势格局之中，

市场风险偏好提升，也消化了利空事件对

股价的打压。

此外，不少上市公司在晚会播出后的

48小时内，已进行了危机公关，将负面影

响降至最低，这也使得相关公司股价迅速

从利空之中华丽转身。

机构起了逃跑念头

从2018年基金四季报来看，不少机构

持有相关上市公司股票。

一家机构表示，“‘3·15晚会’ 点名

对股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情绪面。 而公

司未来值不值得持有，还是要看主业稳不

稳。 但短期还是会先跑，因为主业不稳的

公司才去乱投， 一般搞多元化战略的公

司，风险都比较大。 ”

“跑啊，先出来看看。 ”另一家机构也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就怕发酵，除非有

强大的基本面支撑。 ”

“‘3·15晚会’ ，无论是对企业家，还

是对投资者来说，都是不平凡的日子。 但

是，对于晚会曝光的企业而言，投资者更

需要有鉴别筛选的能力， 在寻找机会之

前，首要任务还是要防范风险，保障自身

的本金安全。 ”郭施亮表示。

回顾当初双汇发展的遭遇，2011年3

月15日， 央视在3·15消费者权益日播出

了一期《“健美猪” 真相》的特别节目，

指出有部分“瘦肉精” 饲养的猪肉流向

双汇发展， 此后双汇发展股价收获三个

连续跌停， 至当年5月4日阶段见底后方

才震荡反弹。

不过，当前正值牛市，人气旺盛，利空

容易被快速消化。 “3·15晚会” 对上市公

司的直接影响其实并不大，也许反而砸出

了“黄金坑” ，给了投资者上车的机会。

“地雷阵” 变“黄金坑”

郭施亮指出，在实际情况下，对于大市

值、大品牌，且经营周期悠久的企业而言，

其本身具有比较完善与丰富的危机应对经

验。当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如果事件不

是特别严重，不牵涉到公众的容忍底线，那

么对于企业而言， 还是会有足够的能力去

应对事件。反映在二级市场之中，可能会对

相关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构成或多或少的

负面影响， 但并不改变上市公司的中长期

发展预期，投资者反而可以择机低吸。

“至于部分中小市值企业， 尤其是经

营周期比较短暂的企业而言，其本身欠缺

突发事件应对经验，或者没有完善与成熟

的弥补措施，从而导致品牌形象的修复进

度缓慢，效果不佳，反映到二级市场中，可

能恢复能力明显低于成熟型的上市公

司。 ”郭施亮表示。

就其中涉及的家电行业乱象对上市

公司影响而言，天风证券认为：“乱象的曝

光加大家电售后服务环节关注力度，倒逼

家电行业更为高质量的发展。 大厂商在整

体管控能力和运营能力上强于其他品牌，

其他品牌想要完善售后体系则需更多资

源投入，有利于份额向龙头集中。 ”

就电子烟行业而言，东吴证券认为，“3·

15晚会”对电子烟进行调查，指出电子烟烟

油所含尼古丁致使青少年染上烟瘾； 曝光尼

古丁标识不规范等现象； 同时提到部分产品

甲醛、丙二醇、甘油等有害物质超标等，本次

“3·15”点名或预示着将要完善其监管体系。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盘价（元） 涨跌幅（%） 换手率（%） 总市值（元）

600519.SH

贵州茅台

810.09000 4.2184 0.6473 1,017,633,275,802.0000

000858.SZ

五粮液

86.66000 10.0025 2.0682 336,380,149,713.3000

002304.SZ

洋河股份

119.73000 6.5877 1.0757 180,431,673,240.0000

000568.SZ

泸州老窖

58.60000 10.0056 2.1193 85,834,495,093.6000

600809.SH

山西汾酒

60.00000 9.0711 1.7492 51,950,895,960.0000

200596.SZ

古井贡

B 54.90000 5.3743 0.5522 51,753,582,037.5116

000596.SZ

古井贡酒

100.63000 10.0022 0.9804 44,232,233,960.0000

603369.SH

今世缘

28.38000 10.0000 1.9139 35,602,710,000.0000

603589.SH

口子窖

52.66000 10.0063 1.0574 31,596,000,000.0000

000860.SZ

顺鑫农业

54.69000 9.9960 3.8222 31,205,566,662.4800

600779.SH

水井坊

44.32000 5.0735 3.5500 21,652,345,335.3600

603198.SH

迎驾贡酒

18.21000 6.4290 1.8873 14,568,000,000.0000

600559.SH

老白干酒

18.69000 10.0059 6.8009 12,900,232,564.5900

600702.SH

舍得酒业

30.95000 7.6522 9.2201 10,439,435,000.0000

600197.SH

伊力特

20.10000 7.3718 5.6479 8,864,100,000.0000

000799.SZ

酒鬼酒

22.46000 9.9902 12.1114 7,297,904,890.8000

603919.SH

金徽酒

15.51000 8.3857 3.1557 5,645,640,000.0000

600199.SH

金种子酒

6.48000 10.0170 5.0141 3,601,422,012.9600

000995.SZ *ST

皇台

4.64000 4.9774 4.4041 823,173,120.0000

申万白酒板块整体表现（

3

月

18

日）

数据来源：

Wind

为积极探索投资者保护新路径， 建立健全中

小投资者“知权”“行权”“维权” 新方法、新机制，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现

开展第3期课题研究工作， 对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

保护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开展课

题研究旨在为投服中心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 最终形成投资者保护工作的理论成果与

政策建议， 进一步为广大中小投资者服务。 投服

中心即日起启动第3期课题研究申报工作， 具体

内容如下：

一、课题选题名称

（1）资本市场舆情分析与引导机制研究

（2）上市公司投资回报研究

（3）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中小投资者保护研究

（4）独立董事独立性与法律责任研究

（5）体系化构建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与仲裁机

制研究

（6）资本市场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研究

（7）内幕交易民事损害赔偿诉讼研究

（8）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行为研究

（9）投资者赔偿基金制度研究

二、课题基本要求

本次课题的研究周期为半年，研究报告字数应

在5万字左右（超过不限）。 课题以法学、经济学等

研究视角，聚焦投服中心“持股行权”“纠纷调解”

“支持诉讼” 和“投资者教育” 四大业务，并最终落

实到中小投资者保护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为监管

层出谋划策。 研究成果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

产权或其他权利，符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和有关行

业政策。

三、研究进度安排

课题研究进度安排如下：

（一）课题申报

3月12日至4月25日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二）课题实施

5月确定课题承接方。

6月召开课题开题评审会。 课题承接方根据开

题评审意见修改完善研究提纲。

9月课题承接方提交中期成果1篇（1万字左右）。

（三）课题结题

12月课题承接方提交课题研究报告并召开课

题结题评审会。

四、课题经费支付

课题经费为10或15万元，分两次给付。 首次5万

元的课题经费于签订协议后给付，第二次于结题评

审合格、优秀后给付。 不合格的不予给付，评审合格

的给付5万元，评审优秀的给付10万元。

五、申报条件与方式

1.申报单位为立法、司法机关、证监会系统内各

单位、科研机构、高校、证券期货中介机构和律师事

务所等。

2.申报单位须从上述9个选题中选择1个进行申

报。 自拟题目或将题目名称写错的，申报无效。 同一

申报单位的同一个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1个课题。可

单独申报，也可自主选择合作单位联合申报；联合申

报的，须在课题申报书的封面上写明所有单位。

3. 申报单位应保证课题组成员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从事相关研究或实务工作的经历；（2）具

有较强的科研能力；（3）有充足的时间从事课题研

究工作。

4. 请访问中国投资者网（www.investor.gov.

cn）关于我们—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业务动

态栏目，下载填写《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课题申

报书》，并将课题组成员前期相关的研究成果附后。

5.申报截止时间为4月25日24时。请于截止时间

之前将word版及封面加盖公章的申报书pdf版扫描

件一并发送至联系邮箱。

六、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701号钻石大

厦B座11楼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研究部

联 系 人：龚逸杰

联系邮箱：ktyj@isc.com.cn

联系电话：021-60290621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20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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