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资融券表格大宗交易表格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截止日余额

(万元)

期间买入额

(万元)

期间偿还额

(万元)

期间净买入额

(万元)

510300.OF

华泰柏瑞

沪深

300ETF

2,857,279.35 68,490.27 21,402.03 47,088.23

600343.SH

航天动力

30,392.24 33,351.52 2,959.29 30,392.24

600000.SH

浦发银行

832,394.81 49,445.90 24,931.48 24,514.41

600260.SH

凯乐科技

52,271.89 36,103.83 13,707.14 22,396.69

600270.SH

外运发展

18,391.08 19,085.00 693.93 18,391.08

002277.SZ

友阿股份

15,891.23 17,007.13 1,115.90 15,891.23

600765.SH

中航重机

186,250.25 35,111.65 19,759.74 15,351.91

601166.SH

兴业银行

715,969.37 42,919.75 28,307.94 14,611.81

600518.SH

康美药业

267,902.75 26,236.26 14,509.97 11,726.29

600717.SH

天津港

11,622.09 12,293.24 671.16 11,622.09

9月23日部分股票大宗交易情况

9月22日融资净买入额排行

军工股再度领涨

继上周五“王者归来”后，国防军工板块本

周二再度领涨， 成交额也较前几个交易日出现

了明显放量。

据Wind资讯统计，申万国防军工指数昨日

上涨2.98%， 涨幅位居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幅

榜榜首位置。成交额也达137.22亿元，较前几个

交易日明显放量。 昨日军工板块成分股全线收

红，其中，航天通信和成发科技强势涨停，包括

四创电子、 中航动控和中国船舶等在内的8只

军工股当日涨幅也超过了3%。

昨日军工股的全面“复活” 与军工资产证

券化提速预期与融资客的持续大举加仓密切相

关。 一方面，中航飞机于9月21日盘后发布公告

称， 证监会核准豁免中航工业因国有资产行政

划转而持有的中航飞机总股本59.92%而应履

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再加上9月19日晚间，闽福

发A发布重组预案称， 公司向南京长峰发行股

份购买其100%股权，并向航天科工集团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重组标的公司主业

相关的建设项目投资。

另一方面， 自9月19日融资大举加仓军工

板块后，9月22日，融资资金继续大幅涌入军工

板块。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来看，昨日推动军工板

块重回强势的两大因素短期内仍将继续为其提

供支撑。 由此， 军工板块后市仍有机会反复走

强。（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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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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板指收复1500点

9月16日深幅调整之后， 创业板指数尽管

呈现持续反弹的格局，但始终运行在1500点关

口下方。 昨日，在9月汇丰PMI初值好于预期的

情况下，沪深股市明显反弹，创业板指数也借此

机会重新回到了1500点关口的上方。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1485.51点小幅高开，尽

管在开盘后一度下探至1483.04点，但在市场情

绪好转的带动下， 指数于上午11点后实现企

稳， 并在午后重拾升势， 盘中最高上探至

1502.04点，尾市以1500.99点报收，上涨17.64

点，涨幅为1.19%。 在成交方面，创业板指数昨

日全天成交119.71亿元， 量能较前一交易日出

现小幅萎缩。

个股方面， 昨日正常交易的331只创业板

股票中，有286只个股实现上涨，普涨特征较为

明显。 其中，嘉寓股份、佐力药业等8只个股收

报涨停，涨幅超过3%的个股多达68只。 与之相

比，昨日出现下跌的创业板股票仅有43只。 其

中，新开普、千山药机和豫金刚石跌幅最大，昨

日分别下跌了3.77%、3.49%和2.65%。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市场炒小盘股的风潮再

起，但创业板股票在其中表现相对一般，显示该

板块上涨动能已经严重不足，昨日创业板指数缩

量反弹正是这样一状态的写照。 有鉴于此，建议

投资者继续对创业板整体保持谨慎。（龙跃）

沪深300指数缩量反弹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本周一大幅下挫后，沪深300指数昨日迎

来缩量反弹，行业方面，金融股和地产股重拾

升势，为沪深300现指提供了显著支撑。 考虑

到沪深300指数成交量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

显示投资者谨慎情绪仍浓，预计该指数短期将

围绕10日均线震荡。

沪深300指数昨日小幅高开后，维持窄幅

震荡，临近午间成交量突然放大，该指数快速

攀升， 此后维持在高位震荡， 尾盘报收于

2399.46点，上涨0.86%。 值得注意的是，沪深

300指数昨日的成交额为754.64亿元，创下9月

1日以来的新低，显示投资者谨慎情绪仍浓。

个股方面，中信证券、北京银行和中国平

安昨日对沪深300现指构成显著支撑，指数贡

献度分别为0.74%、0.61%和0.55%；与之相比，

华东医药、长城汽车和过头电子昨日则显著拖

累沪深300现指的市场表现，指数贡献度分别

为-0.07%、-0.06%和-0.05%。股指期货方面，

四大主力合约悉数上涨， 其中IF1412合约涨

幅最大，为0.90%。

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以金融、地产为代

表的权重股昨日重拾升势，中信非银金融和房

地产指数分别上涨1.29%和1.25%， 为抬升沪

深300现指立下汗马功劳；另一方面，9月汇丰

制造业PMI初值为50.5%，前值为50.2%，高于

市场预期， 经济数据改善也为市场提供了支

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沪深300指数的成交

额为754.64亿元， 创下9月1日以来的新低，投

资者参与热情有限， 预计该指数短期将围绕

10均线震荡。

■

两融看台

融资净买入额创新高

本周一，两融标的正式扩容至900只，由此

融资融券市场活跃度进一步提升， 当日的融资

净买入额达到99.44亿元，创下历史新高。由此，

融资融券余额一举达到5949.11亿元， 距离

6000亿元大关仅一步之遥。

尽管本周一市场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但两

融市场却热度升温。 据Wind数据，9月22日，融

资买入额为439.28亿元， 较此前两个交易日明

显提升，当日的融资偿还额为339.84亿元，并未

较此前出现明显变化， 由此当日的净买入额达

到99.44亿元。这促使融资余额从上个交易日的

5810.80亿元一举提升至5910.23亿元。

从明细数据可以看到， 新入选的两融标的

股获得了融资客的热烈追捧， 基本均呈现出融

资净买入额状态，对融资额的增长贡献较大。

相对而言，融券市场不升反降。昨日融券余

额为38.87亿元， 较上个交易日的42.81亿元有

所降低。 此前，自9月2日以来，融券余额一直维

持在40亿元以上。

周一所有的行业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净买

入，显示出资金“抄底” 心态较强。 当日医药生

物、计算机、机械设备和银行四个行业的融资净

买入额居前，均超过了7亿元，同时，化工、商业

贸易、国防军工、交通运输和电子行业的净买入

额也均超过了5亿元。（张怡）

■

新三板观潮

九鼎投资成交额再次过亿

□本报实习记者 黄丽

昨日， 新三板市场成交金额重新回到亿元

高地，总金额回升至1.35亿元，主要原因是尾盘

九鼎投资突现数笔大额交易， 成交金额飙升至

1.07亿元，带动整个市场明显回暖。 这是自做市

制度实施以来， 九鼎投资成交额第二次突破亿

元门槛。

九鼎投资“逆袭”

9月23日，原本较为清淡的新三板市场盘中

出现戏剧性反转。下午两点前，整个新三板市场

总成交金额不过两千万元， 九鼎投资的交易也

平淡无奇，成交金额并不如创世生态等公司。 但

两点后，九鼎投资成交金额激增，迅速蹿升突破

亿元，回归成交冠军宝座。

九鼎投资昨日午后放量上涨， 一度摸高

至5.15元，随后出现断崖式下跌，临收盘时小

幅反弹至4.79元，下跌4.58%，成交金额1.07

亿元。

因为九鼎投资成交强劲， 新三板成交金额

重回9月初的亿元高位，达到1.35亿元。

从资金分布上来看， 目前仍是协议转让股

票总成交金额较大， 昨日也因为九鼎投资的带

动，成交金额攀升至1.3亿元，其中五只个股成交

金额超过百万元。 除九鼎投资外，创世生态、永

继电器、 先临三维、 博朗环境成交金额分别为

858万元、447.3万元、386.35万元、190万元。 近

期交投较为活跃的久日化学昨日成交金额也有

99万元。

做市转让的股票中， 方林科技延续交投热

度，成交194.2万元，成为做市股中唯一一只百

万元级别的个股。 做市转让的总成交金额为

527.75万元，较前一日下降近一半。

个股涨跌互现

9月23日，发生交易的个股共有66只，出现

上涨的股票有26只，下跌的股票有28只，另12只

股票收平。 就涨跌幅而言，资金分歧十分明显。

昨日， 新三板市场原本已经出现四只翻倍

牛股，临收盘时，中科软股价大幅跳水，跌出涨

幅前三的位置。 易生创新飙涨425%，成为上涨

幅度最大的黑马。 煦联得尾盘发力， 成交20万

元，拉涨296.04%。 公准股份也大涨156%，一跃

成为目前新三板市场最贵的一只股票， 现价达

28.18元。 最终收盘时，实现翻倍的个股仍余三

只，共有七只个股涨幅超过10%，均属于协议转

让股票。

跌幅超过10%的股票有五只， 也都是协议

转让交易方式。下跌幅度居前两位的是锐新昌、

柳爱科技，股价分别重挫87.5%、50%。锐新昌属

于金属制品制造业， 昨日的成交金额为1万元。

柳爱科技从事食品制造业，成交金额为3.6万元。

昨日的成交是这两只个股从年初至今发生的第

一笔交易。 中科联众、世纪东方和久日化学也出

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

就交易方式而言 ， 昨日发生交易的股

票中， 做市股和协议股在数量上各占据半

壁江山， 但这两种股票在成交上却有天壤

之别。

一方面，协议股的振幅和换手率呈现“冰火

两重天”的态势。连续数日的交投热度差异十分

明显，在个股上反映也很直观。如创世生态昨日

换手率达到了10.4%，但绝大多数协议股甚至没

有发生交易。中科软昨日的振幅达到202.2%，此

前也多次经历大起大落， 但有一些协议股即使

发生交易，股价依旧如一潭死水。

另一方面，做市股交投更为均衡，股价和换

手率维持在比较合理的范围， 但成交热度有待

提升。做市商制度已经实施近一月，做市转让的

成交金额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 与市场最初的

预期稍有偏差。

分析人士表示， 虽然目前做市交易占比有

待提高， 但已有许多企业在咨询挂牌和做市事

宜， 预计采用做市转让方式的个股数量会持续

增加，届时这一状况将有明显改善。

大类板块面临瓶颈 三路掘金细分行业

□广发证券 陈杰

近期， 投资者普遍怀疑基本面研究在这个

阶段是否有用， 因为一是感觉股市对近期的宏

观数据并不敏感， 二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始终落

在“改革” 、“并购” 和“政策” 等方面，这些因

素都无法用基本面数据去解释。 甚至随着市场

的持续强势， 很多前期比较理性的投资者也开

始思考是否存在 “非基本面支持的大牛市” 的

可能。

投资者目前的操作方法和其期待 “大牛

市” 的心态仍然矛盾，可谓“口是心非” 。 心理

上，大家认为“大牛市” 马上就要来了，但以创

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已经经历了快两年的“牛

市” ，股价的涨幅和空间都已很大，真正还没来

牛市的只有传统行业的大盘蓝筹股了。 而在操

作上， 大家普遍选择保持较高仓位成长股按兵

不动。 因为如果要加仓，成长股估值已经过高，

不敢冒进， 而低估值传统周期股大家仍然没有

兴趣；但同时，大家更不会选择减仓，因为目前

的市场给人一种“很强势” 的感觉，减仓容易踏

空，即使接下来真的出现明显下跌，也是大家一

起跌， 对于追求相对收益的人来也并不会有太

大损失。

现在来看， 大盘蓝筹确实还有一些 “硬

伤” ，一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传统行业盈利没

有短期弹性；二是目前传统行业“去杠杆” 过程

非常缓慢， 盈利要获得结构性的改善还需要时

间（我们认为要到2016年以后才会看到资产周

转率回升带动ROE上行）； 三是它们的市值确

实都已经很大，如果要迎来整体上涨，也许需要

一个整体流动性宽松的环境， 而目前似乎还不

具备这样的条件。

如果大盘蓝筹股仍然没到整体性启动的时

间，那我们就有必要对“大牛市” 的论调保持冷

静， 毕竟新兴成长股的估值已经到了一个泡沫

化的阶段。 很多人说看美国纳斯达克做中国成

长股，只要纳斯达克继续涨，国内成长股就能继

续涨。但需要提醒的是，国内大部分新兴行业的

PB虽然和美国对应行业的PB差不多，但国内这

些行业的ROE普遍只有美国的一半， 这意味着

国内新兴行业的实际估值比美国还要贵一倍，

国内成长股的估值泡沫一定是大于美国的。

综上，我们认为从大类板块的角度来看，新

兴成长和大盘蓝筹都面临瓶颈， 建议投资者淡

化大类板块的区别， 着重从各大类板块中寻找

相对最优的细分行业，我们提供以下三条线索：

一是，从必需消费品存量资金博弈的角度，

建议“卖白酒买医药” 。 虽然整个股市“存量资

金” 的格局被打破，但是对于稳定增长、没有太

多主题概念的消费品行业来说， 可能仍然面临

一个存量资金的格局。 在这种格局下，消费品的

各个板块往往呈现出“此消彼长” 的特征，即某

一个消费子行业的资金流出往往会带来另一个

消费子行业的资金流入。 目前中报验证白酒行

业的中报业绩确实略有改善， 但是我们所跟踪

的实际存货指标却在中报又再次出现了恶化，

这意味着白酒行业景气虽已在底部， 却还没有

真正反转， 这可能会导致此前赌白酒反转的资

金撤退。 而这些从白酒中撤出的资金会选择什

么行业呢？我们认为在所有消费品板块中，目前

最好的选择就是医药，因为从中报情况来看，医

药板块出现了整体性的盈利回升， 而医药板块

今年以来也还未有明显表现，有“补涨” 的动

力。 在医药板块中我们建议着重关注业绩改善

幅度最大的化学制药和医疗服务。

二是，从成长股业绩验证的角度，建议超

配环保和海工设备。 今年虽然成长股整体表现

很好，但也有几个“落寞” 的行业，典型代表就

是传媒、环保和海工。 从业绩来看，传媒行业的

中报显示主业毛利率出现明显下滑，费用率上

升，很多并购项目没有实现业绩承诺。 因此短

期内传媒股可能仍无明显催化剂。 但是环保和

海工设备行业的中报显示盈利出现明显改善，

且这两个行业后续也有比较充足的政策催化

剂。 在成长股整体面临估值泡沫的局面下，环保

和海工两个行业在业绩和估值的支撑下是相对

安全的。

三是，从大盘蓝筹股“逆周期改善” 的角

度，建议超配铁路设备和非银金融。今年由于地

产投资的下行， 大部分传统行业的盈利都处于

回落周期，即使估值有一定的修复，他们股价向

上的动力也不足。 而与地产周期关联度不大的

铁路设备和非银金融， 今年盈利却有望明显改

善， 因此对大盘蓝筹有偏好的投资者可关注这

两个行业。

海外资金可能从三维度布局A股

□兴业证券 张忆东

在资本项目管制下，港股成为海外投资者

间接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途径。沪港通将开启

两地互通时代，全球资金有了直接投资A股的

便利途径。 当十月沪港通启动后，海外投资者

来A股买什么？ 我们从大中华股票的全球一体

化配置角度出发，以海外主动型中国基金的资

产组合分析为线索，结合A股与离岸市场的互

补性，从以下三个维度掘金代表“中国故事”

且适合海外投资者的A股投资机会。

维度之一：换仓升级。我们选取了25家海

外最具代表性的大中华区基金 （China� re-

gion� fund)为样本，目前以投资港股为主，辅

以部分台股和中概ADR， 行业分布上超配信

息技术、可选消费和医药，低配金融、电信服

务和材料。 以沪港通为起点，未来A股和港股

作为“中国故事” 的代表，将不再割裂，而成

为全球资金投资中国的“一体化配置” 。从海

外主动型中国基金的重仓股来看，A股在汽

车、保险、乳制品、建筑等行业龙头有望受益

于投资组合换仓升级效应。

维度之二：分享中国转型，捕捉成长的机

会。沪港通启动后，全球投资者能够更有效率

地在A股中捕捉中国的成长机会。 选股可围

绕着行业增速快、行业空间大且受益于“新常

态”下经济结构转型的产业来布局，尤其是一

些富于中国特色且离岸市场稀缺性的标的。

我们认为A股医药、环保、新能源、电子、消费

服务(传媒、旅游)行业龙头有配臵价值。

维度之三：分享改革红利，重估国企蓝

筹的价值。 改革红利的释放将成为未来A股

行情的重要驱动力。 一方面，资本市场开放，

以沪港通为契机，海外投资者从全球配臵的

角度进行定价， 将改变当前A股市场对于国

企蓝筹股的偏低估值，公用事业、日常消费、

金融、交运等行业的龙头有望迎来估值修复

的机会。 另一方面，体制改革，特别是受益于

国企改革的军工、高铁、电力设备、金属新材

料等。

代码 名称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0221.SH

海南航空

1.93 -2.53 10,000.00 19,300.00

002440.SZ

闰土股份

18.50 -7.91 1,000.00 18,500.00

002348.SZ

高乐股份

8.13 -8.86 2,023.43 16,450.49

600737.SH

中粮屯河

6.20 -8.55 1,600.00 9,920.00

002428.SZ

云南锗业

13.42 -6.02 660.00 8,857.20

600737.SH

中粮屯河

6.20 -8.55 1,400.00 8,680.00

002577.SZ

雷柏科技

29.16 -10.00 280.00 8,164.80

600315.SH

上海家化

35.09 0.86 220.00 7,719.80

600085.SH

同仁堂

18.36 0.27 410.00 7,527.60

002428.SZ

云南锗业

13.42 -6.02 530.00 7,112.60

PMI回升支撑A股估值中枢

□本报记者 王威

受到汇丰PMI初值 “意外” 回升并略超

市场预期的带动，昨日市场情绪明显回暖，行

业、概念和个股呈现“全面复活” 状态。 沪深

两市大盘也呈现出企稳反弹态势，尤其是中午

收盘前，在银行、非银金融和采掘板块的齐力

拉抬下，股指一度出现了直线爬升走势。 总体

来看，机构对后市经济看法偏暖，但也有机构

认为经济内生压力依然较大。考虑到经济回暖

是本轮市场反弹的重要逻辑之一，预计数据的

回升使得市场短期下行空间有限。 在资金面

压力和成交缩量的背景下， 短期内市场仍将

维持震荡走势。

金融采掘拉升 成交依然缩量

继周一市场再度陷入调整后，昨日沪深股

市企稳并小幅反弹，主要指数均实现了“由绿

翻红” ，行业和概念呈现普涨格局，个股也再度

活跃，市场情绪明显回升。

昨日， 上证综指低开后一度震荡走高，在

触及2300点后再度回落，中午11点后，指数突

然遭遇直线拉升，而后进一步震荡走高，并触

及2311.53点，尾盘涨幅小幅收窄。 最终上证综

指报收于2309.72点， 上涨19.85点， 涨幅为

0.87%， 在20日均线的支撑下，2300点位置失

而复得。 与上证综指类似，深证成指昨日上涨

70.02点，报收于7965.89点，涨幅为0.89%。 创

业板指数及中小板综指涨幅优于大盘，昨日分

别报收于1500.99点和7636.89点， 上涨1.19%

和1.36%。

从行业角度来看，昨日大盘中午收盘前的

直线拉涨与银行、非银金融和采掘这三大板块

的“爆发” 密切相关。 从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昨

日表现来看，这三大板块均在11点后出现资金

涌入和指数直线抬升的现象。尤其是非银金融

板块，全日仅在午盘收盘前出现了资金突然流

入以及指数的直线冲高，而其他时候该指数均

呈现窄幅震荡状态。

而股指的上涨也带动了个股活跃度的提

升， 昨日沪深股市正常交易的2304只股票中，

有1974只股票实现上涨。不仅上涨个股的面积

大幅扩大，涨停股的数量也较周一有了明显的

提升，从本周一的27只增至昨日的36只。

但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昨日市场形势

“一片大好” ，但成交量依旧处于明显缩量状

态， 沪深两市全日成交额为2973.67亿元，显

示反弹后劲略显不足。其实自9月16日天量长

阴以来， 沪深股市就持续处于缩量状态，显

示资金的谨慎情绪仍处于高位，股指短期料

仍将承压。

PMI回升改善市场预期

昨日沪深股市各主要指数、行业概念和个

股涨停潮的“全面复活” 主要是受到PMI数据

“意外” 回升的提振。

汇丰昨日上午公布的中国9月制造业采购

经理人（PMI）初值为50.5%。而市场的预期值

为50.0%，前值为50.2%，数据出现了“意外”

回升，并略超市场预期。

此前市场反弹的重要逻辑之一就在于经

济回暖，而前期一系列数据的连续大幅低于预

期使得反弹逻辑被大幅度削弱，这也成为此前

市场谨慎情绪明显升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

此，昨日略超预期的PMI数据无疑起到了“雪

中送炭” 的作用，市场情绪出现明显回暖。

在昨日PMI数据发布后，各机构均对此数

据做出了点评。 总体来看，机构普遍认为，该数

据表明9月经济呈现温和扩张状态， 经济下行

的风险暂时得到缓解，且该数据有助于改善当

前过度悲观的市场情绪，预计下半年定向调控

措施将继续起到良好的维稳作用。

其中，“多头司令” 国泰君安就指出，8

月经济数据大跳水主要与7月以来政策回收

力度较大有关， 而近期托底式宽松政策频

现，可以预见9、10月经济数据将比8月改善。

市场对经济的悲观预期或已超调，短期经济

将趋向稳定。 前期对经济失速担忧得到缓

解， 预计后续推出的改革政策会超出预期，

建议理性乐观。

但也有机构认为经济内生压力依然较

大，反弹力度较弱，并对数据持以较为谨慎看

法。 如民生证券管清友就指出，经济下行风险

暂时缓解，总需求改善带动生产指数好转，企

业采购略有增强。 但购进价格和原材料库存

继续下降，反映企业对经济改善有疑虑，补库

存意愿不强，经济内生下行压力不减。 中金公

司也表示，PMI止跌预示经济动能显著下滑

的可能性较小，但反弹力度仍弱，尤其是PMI

从业人员指数继续低位回落， 预示稳增长压

力仍然较大。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经济数据的回升在很

大程度上带动市场情绪的转暖，并将给市场带

来支撑，股指大幅下跌风险有所下降。 但短期

来看，资金面扰动因素仍然存在。 尤其在本周

新股密集发行的背景下，冻结资金将在6000亿

元以上，短期A股市场的资金面压力较大。 而

且近期的沪深股市反弹时的持续缩量状态也

显示资金态度略显犹疑，预计市场短期内将保

持震荡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