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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
新高”
强化逼空氛围

■“
金九” 行情全攻略系列二

“钢铁魔咒” 引调整 单边行情概率低

“金九月” 市场风格将呈现均衡化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钢铁板块的连续大涨，“钢铁魔咒”
也再度应验， 中秋节假期过后的两个交易日
中，沪深两市大盘高位调整。 与之相比，小盘指
数则表现强势，继续向上拓展空间，部分投资
者猜测市场风格会否再度发生转换。 分析人士
指出，在此前的创新高路上，主板指数和小盘
指数的联动作用颇为明显， 无论是大盘蓝筹
股，还是小盘成长股均有表现机会，预计“金九
月” 市场风格仍将呈现均衡化。

“
钢铁魔咒” 来袭 大盘高位震荡
继本周二上证综指在摸高至2331点陷入
调整， 收出高位十字星， 日K线上止步六连阳
后。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再度收出一颗十字星，
上涨的势头暂时被打断。
昨日早盘，沪深股市主板出现了久违的低
开态势，上证综指上午一度下探至2306.42点，
跌破5日均线位置，考验2300点位置支撑力度；
但午后指数企稳回升，跌幅迅速收窄，最终再
度收出一颗十字星。 截至昨日收盘，上证综指
报收2318.31点， 下跌0.35%； 深证成指报收
8158.60点，跌幅为0.52%。 与之相对，小盘股表
现较强，创业板指数再度站上了1500点整数关
口。 中小板综指和创业板指数昨日分别录得涨
幅为0.53%和0.73%。 从成交角度看，沪深股市
昨日的成交量依旧维持高 位 ， 昨 日 共 成 交

3600.47亿元， 其中沪市1634.55亿元， 深市
1965.9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秋节假期过后的两
个交易日，钢铁板块都成为行业板块当中的强
势领涨力量。 继周二申万钢铁指数大涨2%，位
居行业涨幅榜第一位后，昨日该指数再度上涨
1.23%，位居行业涨幅榜的第二位，而这两天沪
深股市主板均呈现震荡调整格局，困扰市场的
“钢铁魔咒” 再度应验。
虽然“钢铁魔咒” 近两个交易日再度“发
威” ， 沪深股市大盘陷入了连续调整过程，但
分析人士认为， 不同于历史以往 “钢铁魔
咒” ，当前市场的调整幅度并不会太深。 虽然
在开启了连续逼空式上涨模式之后， 短期大
盘确实存在歇脚整理的需求， 但从昨日股指
跳水后，跌幅随后迅速收窄来看，市场调整幅
度有限，短期并不影响“金九月” 整体的强势
格局。

从大盘蓝筹股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今年
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速已处于目标区间左侧，经
济下行空间有限， 而随着经济数据持续走弱，
市场对于经济增长预期已明显下调，后续发布
的经济数据再度大幅低于预期的概率较低，大
盘蓝筹股大幅回调的可能性并不大； 另一方
面，“沪港通” 渐行渐近，568家“沪股通标的”
的大盘蓝筹股值得重点关注，而以国企改革为
代表的主题投资机会依然丰富，大盘蓝筹股仍
有望保持活跃。

从中小盘成长股角度看，一方面，新兴产
业扎堆的小盘成长股符合产业结构升级需求，
新兴产业中的题材概念有望保持活跃；另一方
面，当前中小盘成长股相对较高的估值其实包
含了市场的并购、增发预期。华泰证券也表示，
在经济增长低于预期的概率变小，市场风险偏
好改善的概率上行，以及政策引导利率水平下
移的背景下， 市场风格的运行逻辑由风险偏
好、资金价格主导的概率要更大些。 后市中小
盘成长股表现同样值得期待。

沪深300高位“
两连调”
□本报记者 龙跃

沪深300指数的主要力量。 据WIND数据，
昨日中国平安、民生银行、万科A、招商银
行、兴业银行对指数构成显著压力，具体指
数 贡 献 度 分 别 为 -0.96% 、-0.83% 、-0.
66%、-0.65%和-0.61%。 与之相比，中航飞
机、贝因美和海南橡胶昨日对沪深300指数
支撑度最大， 指数贡献度分别为0.46%、
0.39%和0.36%。
分析人士指出， 经过此前放量上涨，目
前蓝筹股群体获利回吐压力明显增加，预计
短期沪深300指数难改震荡格局。 不过，由
于当前市场乐观情绪仍在高位，指数下跌空
间也将比较有限。

经过持续放量上行后，本周市场技术调
整压力明显增大，沪深300指数周三再度小
幅收跌，出现高位两连调的走势。
沪深300指数昨日以2435.59点明显跳
空低开， 此后全天保持弱势震荡的运行格
局，盘中最低下探至2422.65点，最高上探至
2437.08点， 尾市以2432.43点报收， 下跌
12.79点，跌幅为0.52%。在成交方面，昨日沪
深300全天成交974.73亿元，量能较前一交
易日小幅萎缩。
个股方面，金融、地产股仍是昨日拖累

市场风格料将均衡化
虽说“金九月” 强势行情并不会因为短期
市场陷入调整而发生变化，但近期中小盘股表
现明显强于大盘股还是让投资者对于市场风
格是否会再度发生转换在心里 “打起小鼓” 。
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的创新高路上，主板指
数和小盘指数的联动作用颇为明显，无论是大
盘蓝筹股， 还是小盘成长股均有表现机会，预
计“金九月” 市场风格仍将呈现均衡化。

118亿资金离场

资金持股不牢无碍强势主基调
□本报记者 魏静
六连阳的高调逼空之后， 市场并未出现预
期中的大幅回调； 即便是李克强总理最新表态
称不会用超发货币的方式刺激经济， 也未能实
质性动摇当前市场亢奋的做多热情。 昨日，两市
主板指数出现小幅回落， 全部A股资金净流出
额再度攀升至118亿元，不过鉴于市场成交依然
维持在高位状态， 整体市场的强势格局并未遭
到实质性的打击。 分析人士表示，本轮反弹的两
次上攻，均采取强势逼空的态势，期间市场始终
拒绝实质性的调整，某种程度上看，这一强势氛
围正在不断被强化。 目前来看，成交火爆以及忽
略“负面” ，均继续强化了市场的强势格局，只
不过资金持续净流出以及投资者持股不牢，还
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A股的强势成色， 毕竟
中级反弹行情还是需要具备市场号召力的 “
耐
力兵” 方可成行。

数基本上涨跌各半。 其中申万休闲服务、钢铁、
农林牧渔、机械设备及公用事业指数涨幅居前，
全 日 分 别 上 涨 2.39% 、1.23% 、1.02% 、0.99% 及
0.86%；而非银金融、银行、采掘、家用电器及汽
车指数则领衔回调， 全日跌幅分别为0.95%、
0.93%、0.69%、0.68%及0.54%。
从行业资金流向上看， 昨日行业板块继续
呈现出资金集中出逃的局面。 据Wind数据统
计， 昨日除了申万农林牧渔及休闲服务指数分
别获得2.16亿元及1.28亿元的资金净流入外，
其余行业板块均遭遇资金不同程度的出逃。 其
中电子、有色金属、非银金融、医药生物及计算
机指数资金净流出额居前， 全日分别净流出
14.25 亿 元 、11.34 亿 元 、8.73 亿 元 、8.32 亿 元 及
7.98亿元。

市场且震且蓄势
自二轮反攻以来， 沪指单日成交始终保持
在1800亿元附近的天量水平， 资金进场推升反
弹的意愿较高。 即便是昨日市场出现小幅的震
荡回落，两市成交也未出现明显的缩量，这表明
大部分资金依然看涨后市，资金并未毅然离场，
反而是借机调仓待涨。 某种程度上看，只要两市
成交能继续维持在这一高位， 则整体市场的交
投情绪就不会出现逆转， 强势逼空的格局也不
会就此戛然而止。
除了成交的持续给力外， 极度亢奋的看涨
热情，也令市场惯性延续强势的主基调，甚至是
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忽视利空或者负面因素的态
度。 本周，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表态称不

118亿资金离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601118
002229
600169
600198
600071
000768
600037
002095
600804
600501

海南橡胶
鸿博股份
太原重工
大唐电信
凤凰光学
中航飞机
歌华有线
生意宝
鹏博士
航天晨光

涨跌幅 净流入资金
（%）

（万元）

9.96
10.01
9.97
10.01
10.01
5.94
3.17
10.01
3.09
4.89

29245.66
14854.07
12639.40
12431.00
10107.41
9813.99
8848.54
8636.56
8618.66
8189.13

金额

资金流向

0.99
4.19
1.29
1.60
2.57
0.28
0.60
1.29
0.40
1.32

1496.00
142.72
116.98
109.25
-120.02
205.39
36.01
208.08
46.47
177.35

■ 新三板观潮

个股活跃度回落 四只做市商股票引关注
□新三板定增网 严建红
新三板做市交易迎来第13个交易日， 根据
股转系统公司披露信息统计发现， 新三板做市
企业已由43家扩容至45家， 三众能源及东方科
技已加入做市转让行列。 股转系统公司自9月1
日启动第二批新三板做市企业备案受理后，越
来越多挂牌企业将加入到做市行业。 昨日新三
板做市个股较前一日， 成交量出现了一定的萎
缩。 45只做市个股共成交849.65万元，与上一个
交易日1073万元的成交额相比小幅萎缩。 全天
有17只个股上涨，18只个股下跌。 同时从做市个
股的涨幅榜上可以看出，光宝联合、陆海科技、
铜牛信息、 方林科技等个股已经多次位于涨幅
榜前几名，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新三板股票交投回落
新三板做市交易已悄然步入第三周， 昨日
新三板个股整体表现较为平淡， 有成交的个股
数以及单股的成交金额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回
落。 日成交额超千万的股票仅有2只。
数据显示，昨日新三板共有69只股票发生
交易，上涨股票有27只，下跌股票有26只。 其中
中科软涨幅达108.75%， 位居整个新三板涨幅
榜的首位，成交金额为158.6万，冰洋科技、现

代农装、 中科三耐紧随其后， 涨幅分别为
37.42%、36.36%、18.98%。 下跌股票中，众合
医药跌幅最深，全天下跌49.83%。 同望科技、
绿创设备、麟龙股份、金泰得则分列跌幅榜第
二 至 第 五 位 ， 跌 幅 分 别 为 12.61% 、9.77% 、
7.53%、6.00%。
成交方面， 昨日占据成交额第一宝座的依
然是九鼎投资，全天成交达到6018万元，比前一
个交易日成交额9886.83万元， 下降了39.13%。
位列第二的是8月份才挂牌的浙江力诺，浙江力
诺也成为当日成交额跨入千万级别的第二只股
票，当天成交为1260万。 更进一步来看，成交额
在100万元-1000万元之间的股票，昨日出现小
幅回落，只有7只。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45只做市个股共成交
849.65万元， 与上一个交易日1073万元的相比
小幅萎缩， 全天有17只个股上涨，18只个股下
跌，7只个股无成交，3只做市个股成交金额过
百万元，他们分别是万通新材、方林科技以及沃
捷传媒，这三家公司的成交总额占到45只做市
个股成交总和的41.96%。 做市个股中涨幅榜中
位列第一的是光宝联合，涨幅为5.00%。

四只做市商股票引关注
随着新三板做市业务常规化， 越来越多的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投资者进入到新三板行列。 如何从做市个股中
寻找到优秀标的成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近日
45只做市个股的市场表现将为投资者提供重要
线索。 从过去7个交易日的涨幅榜中，不难发现
有4只做市商股票表现抢眼， 分别是光宝联合、
陆海科技、铜牛信息以及方林科技。
昨日，涨幅榜上排名第一的是光宝联合。 全
天上涨5.00%，过去7个交易日，光宝联合已经5
次位于涨幅榜的前5名，7日累计涨幅达25.30%。
虽然每日成交额不多，但成交稳定，不排除后市
还可能继续蝉联涨幅榜首位。
昨日涨幅榜排名第六的陆海科技， 涨幅继
续扩大，走出10连阳，全天上涨3.89%，成交金额
21.92万，股价突破20元，收盘于历史新高20.30
元。 陆海科技的主营业务面向海洋维权、海洋工
程、海洋环境、海洋救助打捞等特种船舶和为商
业船舶提供专用软件产品开发等服务。
昨日涨幅1.65%的互联网软件股铜牛信息，
昨日再创历史新高，收于8.64元，成交金额10.14
万，k线五连阳的走势相当漂亮。 在过去7个交易
日里，铜牛信息2次位于涨幅榜首，后市仍有望
延续升势。
锂电池供应商方林科技， 昨日再度拉出小
阳线，全天上涨1.41%。值得一提的是，方林科技
自做市交易以来，除9月5日之外，每天都以小阳

由于苹果新产品iPhone6并未采用蓝宝石
屏幕，昨日蓝宝石概念股纷纷遭弃，Wind蓝宝
石指数低开并大跌2.65%， 远远超过其他板块
成为跌幅最大的概念。
Wind蓝宝石指数自7月25日开始随着大盘
的反 弹 而 逐 步 走 高 ， 至 9 月 9 日 触 及 新 高 点
1900.65点，期间涨幅超过30%。 支撑该板块持续
上攻的原因，主要系业界盛传苹果新机将采用蓝
宝石屏幕，这种屏幕具有超高硬度、抗磨损、外观
剔透等特点。 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在2013年
底苹果与蓝宝石长晶炉设备商GTAT达成了合
作意向。 由此，资本市场上蓝宝石成为备受追捧
的概念，不少上市公司纷纷加码蓝宝石业务。
不过，9月9日晚间苹果正式发布了iPhone
6及iPhone 6 Plus两款智能手机以及Apple
Watch智能手表， 尽管智能手表配备了蓝宝石
屏幕，但两款新手机均未采用，由此市场此前的
预期彻底落空，蓝宝石概念也迎来了触顶回落，
大跌2.65%。 同时， 苹果概念也迎来了 “见光
死” ，昨日下跌1%。
蓝宝石概念成分股中， 昨日仅有三安光电微
涨0.2%，其余概念股全线下跌，其中天通股份和西
南药业分别下跌7.86%和6.34%，东晶电子、水晶光
电、大族激光、国风塑业等跌幅也均超过了4%。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前期涨幅较高，预期落
空料将对该概念板块形成较大冲击， 短线弱势
难以避免。不过考虑到蓝宝石应用趋势，预计调
整到位后该板块依然值得关注。 （张怡）

线收盘，交易价格稳步推升，每日成交稳定，昨
日成交金额更是突破100万元，值得投资者重点
关注。

新三板成交额前20股票市场表现
代码

名称

现价

涨跌幅

430719.OC
830985.OC
831028.OC
430002.OC
830881.OC
430536.OC
830777.OC
430432.OC
430174.OC
430140.OC
430339.OC
430653.OC
430356.OC
430088.OC
430074.OC
430318.OC
430225.OC
430009.OC
430130.OC
430515.OC

九鼎投资
浙江力诺
华丽包装
中科软
圣泉集团
万通新材
金达莱
方林科技
沃捷传媒
新眼光
中搜网络
同望科技
雷腾软件
七维航测
德鑫物联
四维传媒
伊禾农品
华环电子
卡联科技
麟龙股份

4.93
7
6.6
16.7
13.97
1.93
25.01
9.32
45.79
13.88
23.03
3.88
1.86
15.27
11.61
9.99
7.05
6.07
13.7
24.7

-0.60%
0.00%
0.00%
108.75%
1.01%
2.12%
0.00%
1.41%
2.16%
-1.91%
-4.04%
-12.61%
0.00%
3.46%
0.09%
0.60%
0.00%
-1.46%
-1.44%
-7.53%

融资客加仓医药股

市盈率

流入率（%） 占比（%） (TTM，倍)
18.85
22.77
18.93
17.02
34.42
9.92
17.73
22.87
8.68
13.70

预期落空
蓝宝石概念大跌

■ 两融看台

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入前十股票

行业资金净流入（出）金额

本周，市场高位震荡整固，沪指连续两个交
易日收出带长下影线的十字星。 短期而言，指数
或再度面临方向性的选择。
截至昨日收盘，上证综指下跌8.23点，跌幅
为0.35%， 报收2318.30点； 深成指全日也下跌
42.91点，跌幅为0.52%，报收8158.60点。 创业板
指数昨日则逆市飘红，全日上涨10.89点，涨幅
为0.73%，报收1504.91点，不仅重登1500点整
数关，更创出了本轮反弹以来的新高值。 从资金
流向来看，资金一如既往地延续出逃的惯性。 据
Wind资讯数据，昨日全部A股合计净流出资金
118.40亿元。
从行业板块表现看， 昨日申万一级行业指

搞“强刺激” ，要靠“强改革” ，这无疑降低了此
前市场高度预期的货币宽松梦。 然而，昨日两市
主板指数顽强抗跌，即便盘中出现一定的跳水，
尾市还是顽强回抽，创业板更是“闷声” 创反弹
新高。 可见，市场的强势逼空态势并未遭到实质
性的破坏。
分析人士表示， 当前种种特征均继续指向
后续新高，短期市场很难出现“牛回头” 的走
势，不排除市场就在盘中快速完成调整的可能。
至于两市资金持续遭遇净流出窘境， 以及资金
持股不牢等， 可能会给冲高行情带来一定的波
动，但很难扭转强势的主基调。 也就是说，只要
强势逼空的市场情绪以及基础还在，A股大概
率仍会一鼓作气上行， 届时所谓的持股不牢等
问题均会在上行过程中迎刃而解。

近来，创业板一直延续跟涨主板的节奏；某
种程度上而言， 主板指数的涨跌几乎成为创业
板指数日内表现的“
晴雨表” 。 不过，昨日这一
特征出现些许的变化， 在两市主板指数小幅震
荡回落之际，创业板却逆市拉涨，悄然创出本轮
反弹的新高值。
昨日， 创业板指数小幅低开后迅速向上回
升，全日大部分时间均在红盘上方晃悠，尾市更
进一步扩大涨幅。 截至收盘， 创业板指数上涨
10.89点，涨幅为0.73%，报收1504.91点，该收盘
点位创出本轮反弹以来的新高值。
在创业板“
闷声” 创新高的带动下，其内部
赚钱效应一直居高不下。 昨日创业板内部正常
交易的338只个股中， 有224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四只新股均以44%的涨幅上限收盘， 宝通
带业、阳谷华泰等7只个股强势涨停，当日涨幅
超过3%的个股多达62只；而在当日出现下跌的
107只个股中，跌幅超过3%的个股只有5只，多
数个股跌幅均在1%左右。
分析人士表示， 尽管两市主板指数借势回
调整固，但创业板指数却逆市创出反弹新高，这
进一步表明市场内生性的回调动力不足， 此前
逼空的强势氛围并未出现实质性扭转。 在此背
景下，两市主板指数或很快完成调整再度冲高，
创业板指数也有望跟随这一波逼空再度挑战历
史新高。 （魏静）

成交金额 总股本
(万)

6018.36
1260.00
330.00
158.61
135.83
133.78
132.55
117.42
105.34
88.53
82.90
78.38
72.54
62.62
60.62
36.68
32.50
32.24
27.36
25.42

40.74
0.50
0.57
2.12
2.57
0.31
0.75
0.64
0.27
0.43
0.48
0.55
0.13
0.43
0.65
0.57
1.05
0.52
0.30
0.23

虽然本周二沪深两市大盘停下了强势逼空
的脚步，进入震荡整理，但两融投资者却一改节
前的谨慎情绪，借市场震荡之际大举加仓。不仅
9月9日单日的融资净买入额创下历史新高，行
业也一改此前分化格局， 全部获得了融资资金
的大举进驻。其中，医药生物单日融资净买入额
达8.24亿元，在行业板块中位居第一位。
9月9日，沪深股市融资融券余额报5421.62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了80.57亿元。 具体来
看，当日融资余额报收5373.97亿元，较上个交
易日大幅增长了80.52 亿 元 ； 融 券 余 额 报 收
57.66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小幅增加0.06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9日的融资净买入额达80.51亿
元，刷新了历史单日净买入额的新高；融券净买
入额则仅比前一交易日略增0.31亿元。
从行业板块角度看，9月9日，28个申万一
级行业指数均获得融资净买入。其中，医药生物
板块的融资净买入额高达8.24亿元， 位居当日
行业板块中的第一位。具体到个股方面，医药生
物板块两融标的股均获得融资客的青睐，其中，
康美医药、 中国医药和复星医药和哈药股份融
资净买入额居前， 具体数据分别为9937万元、
7570万元、7314万元和6871万元。
分析人士表示，9月9日上午，商务部等六部
委正式发布了 《关于落实2014年度医改重点任
务提升药品流通服务水平和效率工作的通知》，
六部委联合发布《通知》代表医药分业进程的
提速，这将为零售药店、电商等非医院渠道带来
较大投资机遇，投资者值得重点关注。 （王威）

9月10日部分个股大宗交易情况
名称

成交价

中洲控股
浙江众成
兴业证券
康得新
巨星科技
双星新材
东山精密
巨星科技
京运通
兴业证券
大连电瓷

11.24
9.34
11.50
26.00
10.40
13.61
10.92
10.40
9.48
11.50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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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价率 当日
成交量
(%) 收盘价 (万股\份\张)
-10.01
-9.93
-3.12
-8.84
-7.64
-9.27
-9.98
-7.64
-3.95
-3.12
-10.03

13.74
10.47
11.85
28.40
11.82
15.04
12.62
11.82
9.77
11.85
14.40

1,177.99
1,277.95
860.00
380.00
900.00
650.00
750.00
750.00
800.00
640.00
550.00

成交额
(万元)
13,240.61
11,936.05
9,890.00
9,880.00
9,360.00
8,846.50
8,190.00
7,800.00
7,584.00
7,360.00
6,85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