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4日部分股票大宗交易情况

代码 名称 成交价 折价率(%)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万元)

601318.SH

中国平安

37.50 -9.16 1,608.00 60,300.00

002657.SZ

中科金财

42.00 -6.54 300.00 12,600.00

300118.SZ

东方日升

8.61 -8.01 1,300.00 11,193.00

300102.SZ

乾照光电

14.20 -1.32 730.00 10,366.00

600360.SH

华微电子

5.30 -3.46 1,750.00 9,275.00

600671.SH

天目药业

13.81 -9.97 608.90 8,408.84

600221.SH

海南航空

1.92 -3.52 4,300.00 8,256.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1.92 -3.52 4,210.00 8,083.20

600757.SH

长江传媒

8.80 -6.98 879.97 7,743.74

600221.SH

海南航空

1.92 -3.52 3,800.00 7,2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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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77.SZ

友阿股份

42,637.23 35,143.69 8,397.68 26,746.01

600391.SH

成发科技

22,515.96 16,464.36 1,596.45 14,867.91

000738.SZ

中航动控

16,148.31 13,334.73 2,014.62 11,320.12

002440.SZ

闰土股份

122,558.64 23,240.39 12,196.08 11,044.31

601106.SH

中国一重

12,042.42 10,855.68 2,154.93 8,700.74

002423.SZ

中原特钢

43,995.53 15,809.66 7,561.27 8,248.38

600036.SH

招商银行

509,973.04 13,899.41 5,665.91 8,233.50

002268.SZ

卫士通

14,838.62 8,816.88 964.78 7,852.10

600677.SH

航天通信

11,893.00 8,963.44 1,185.78 7,777.66

600777.SH

新潮实业

9,207.22 7,398.62 129.13 7,269.49

600757.SH

长江传媒

18,899.78 9,351.85 2,422.88 6,928.97

002577.SZ

雷柏科技

10,133.79 7,328.47 567.78 6,760.68

002230.SZ

科大讯飞

176,151.40 21,223.72 14,482.96 6,740.76

000887.SZ

中鼎股份

157,963.93 16,122.53 9,602.72 6,519.81

9月23日融资净买入额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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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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股魔咒打破 沪综指创收盘新高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此前每逢有新股密集申购， 冻结资金，

往往会对股指造成冲击，新股魔咒曾多次应

验，不过这一魔咒本周三被破，昨日有8个新

股密集申购，冻结资金规模加大，不过沪深

两市大盘却放量反弹，沪综指刷新本轮反弹

收盘新高。 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此前市场

一度预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不过8月份经

济数据出现改善，经济预期短期修正为市场

提供了支撑；另一方面，经过前期的快速上

涨后，市场一度预期权重股将步入窄幅震荡

期，不过近期券商股异军突起，向上突破，为

抬升股指立下汗马功劳，预计沪深两市大盘

将保持强势。

新股魔咒打破

本周一沪深两市大盘再度出现深幅调

整，不过A股这次却颇为抗跌，继周二止跌企

稳后，沪深两市大盘昨日迎来放量反弹，一举

收复失地。 沪综指昨日上涨1.47%， 报收于

2343.58点，刷新本轮反弹收盘新高；深成指

上涨1.69%， 报收于8100.22点， 重新翻上

8000点大关。与之相比，小盘指数则延续了跟

涨主板的势头，中小板综指上涨1.11%，报收

于5480.56点；创业板综指上涨1.36%，报收于

1638.48点，再度刷新历史新高。 值得注意的

是，A股昨日的成交额达到3842.40亿元，较前

一个交易日增加了873.37亿元， 放量反弹显

示资金的谨慎情绪有所修复， 有利于后市行

情的演绎。

行业方面， 申万各行业板块悉数飘红，

申万非银金融、 国防军工和采掘指数涨幅

居前， 分别上涨3.50%、3.06%和2.37%；与

之相比，申万医药生物、传媒和休闲服务指

数涨幅低于1%， 分别上涨0.91%、0.83%和

0.52%。 以银行、券商、采掘为代表的权重板

块昨日涨幅普遍居前， 权重股再度成为反

弹“领头羊” ，直接推动了沪深两市大盘的

上涨。

昨日上演了第四轮新股发行的 “重头

戏” ，8只新股集中申购，包括4只主板新股，

3只创业板新股以及1只中小板新股。 从数量

上看，单日发行新股家数创出了6月IPO重启

以来的新高，据国泰君安证券测算，本周新

股密集重启， 预计冻结资金超过7000亿元。

此前每逢有新股密集申购，冻结资金，往往

会对股指造成冲击， 新股魔咒曾多次应验，

部分机构也表示，本周新股密集来袭，对于

二级市场的资金分流效应明显， 可能引发A

股的调整。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市场非但没

有向下调整，反而放量上攻，资金更是呈现

出积极入场的态势。

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随着 IPO逐渐

常态化，市场预期较为明确，对于投资者心

理层面的扰动有限；另一方面，近期股指维

持高位震荡，不过个股保持活跃，考虑到新

股申购的中签率较低， 部分资金更倾向于

追逐个股行情，卖股打新的意愿并不强。 由

此来看， 新股魔咒被破也体现出投资者对

市场的信心较足，场外“噪音” 对市场的干

扰料有限。

市场保持强势

9月以来，沪深两市大盘分别在16日和22

日发生过两次幅度较大的调整， 不过随后迅

速转危为安，投资者对市场的预期明显好转。

在9月经济数据回暖，权重股重新发力的背景

下，市场情绪有望持续改善，沪深两市大盘料

将保持强势。

首先， 本周公布的汇丰制造业PMI初值

为50.5%， 市场的预期值为50.0%， 前值为

50.2%，数据出现了“意外” 回升，超出市场预

期。 8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大幅回落，一度引

发了投资者对经济下行的担忧。不过9月份经

济数据超预期改善， 经济下行的风险暂时得

到缓解， 而宏观经济数据改善正是本轮反弹

的重要推手之一， 经济预期短期修正将为市

场提供支撑， 不仅封闭了市场大幅调整的空

间，也提振了资金持股的信心。

其次，经过前期的快速上涨后，市场一度

预期权重股将步入窄幅震荡期， 不过近期券

商股异军突起，向上突破，超出了市场预期。

一方面，沪深两市的成交量显著放大，证券公

司基础的经纪业务料能贡献超预期利润，有

利于券商股业绩改善；另一方面，两融标的扩

容、沪港通步入快车道，券商股创新业务不断

发力，为券商股提供了炒作题材，短期引发了

资金的追逐。作为权重股，券商股再度发力无

疑为大盘向上拓展空间提供了直接动力，券

商股爆发亦有望带动其他权重板块， 市场有

望展开新一轮的上攻。

创业板综指再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龙跃

在

8

只新股集中申购的周三，沪深股市

再演逆袭好戏，两市大盘双双强劲反弹。在

热烈的市场氛围中， 创业板股票也表现强

势，推动创业板综指创出历史新高。

创业板综指昨日以

1615.87

点小幅低

开，在惯性下探

1613.03

点后，指数即开启

了贯穿全天的上涨之旅， 盘中最高上探至

1638.48

点，而最高点也成为昨日创业板综

指的收盘点位，强势特征一览无余。在成交

方面， 昨日创业板综指全天成交

379.70

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的

321.34

亿元温和放量。

个股方面，在昨日正常交易的

331

只创

业板股票中，有

276

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

嘉寓股份、潜能恒信、数码视讯等

11

只个股

收报涨停，当日涨幅超过

3%

的个股多达

62

只。与之相比，昨日出现下跌的创业板股票

仅有

49

只。 其中，只有明家科技

1

只个股跌

幅超过

5%

，当日跌幅超过

2%

的个股也只有

3

只。 从中不难看出，创业板昨日呈现普涨

格局。

分析人士指出，在经过前期压力释放

后，短期市场情绪重回乐观，作为典型的

高弹性品种，创业板股票有望继续保持活

跃态势。 考虑到权重因素，预计创业板综

指走势将继续强于由权重股构成的创业

板指数。

■

两融看台

两融新标的股融资活跃

伴随着两融标的股的数目增长， 融资和融券余

额均出现上升， 共同助力两融余额在9月23日一举

突破6000亿元大关。 其中，新入选的两融标的股融

资热情高涨，对两融规模的扩张功劳较大。

据Wind数据，9月23日， 融资融券余额达到

6010.01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增长了60.9亿元。其中融

资余额为5969.33亿元， 距离6000亿元仅一步之遥；

融券余额为40.67亿元，相对于融资依然规模微小。

值得关注的是，融资净买入额居前的个股大多数

是新入选的两融标的。 例如，净买入额居前十位的两

融标的股中，就有包括友阿股份、成发科技、中航动

控、中国一重、航天通信和新潮实业在内的6只个股为

第四批扩容新入选的两融标的股，合计净买入额达到

9.22亿元， 占当日885只两融标的股融资净买入额之

和的16%以上。

行业分布来看，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当日有

25个行业获得了融资净买入，其中，电子、计算机、国

防军工和机械设备四个行业的净买入额居前， 均超

过了5亿元。 而这些行业由于前期交易活跃、中小盘

题材股较多，也是新两融标的集中的区域。（张怡）

沪深300放量反弹

继本周二收出缩量小阳后，昨日受到券商、军工

和资源股的带动， 沪深300再度收红， 全日涨幅达

1.77%，创8月4日以来单日涨幅的新高。 而且值得注

意的是，与周二量能萎缩的状况不同，昨日沪深300

指数实现带量反弹，表现强势。

沪深300指数昨日以2391.42点小幅低开，在下探

2387.07点后便一路震荡上攻， 午后一度上探至

2443.98点， 尾盘涨幅有所收窄， 最终报收于2441.86

点，涨幅达1.77%。 随着昨日沪深300指数的一根中阳

线，一举夺回了3根短线均线位置，并收复9月16日放

量长阴以来的全部失地。 成交方面，昨日沪深300指数

成交明显放量，全日成交额达1203.90亿元，较前一交

易日增加近六成。

在个股方面， 金融股成为昨日沪深300反弹的主

要推动力量。 据Wind数据，中国平安、中信证券、招商

银行、 海通证券和兴业银行对沪深300指数构成明显

支撑， 指数贡献度分别达2.33%、1.51%、1.33%、1.19%

和1.08%；与之相比，康得新、海虹控股、国电南瑞和浙

江龙盛则对指数造成拖累， 指数贡献度分别为-0.

14%、-0.06%、-0.03%和-0.03%。股指期货方面，四大

合约均实现上涨，涨幅均大于沪深300现指，且远月合

约相对涨幅更大，其中，主力合约IF1410上涨2.50%。

分析人士指出，受9月PMI数据回升的提振，市场

情绪出现了明显回暖，这在短期内仍将继续给市场提

供支撑。 考虑到昨日有8只新股申购，在资金面压力

较大的背景下，市场仍能出现放量反弹状态，显示投

资者参与热情回升明显。 若后续量能能够继续维持

高位状态，则指数或迎来震荡向上行情。（王威）

政策助力煤炭股反弹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放量反弹， 各行业板块悉数

飘红，其中中信煤炭指数涨幅居前，刷新了本轮反弹

的新高。不过考虑到股价上涨缺乏基本面的支撑，煤

炭股后市的反弹空间料有限。

中信煤炭指数昨日小幅低开后，震荡攀升，午后

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 涨幅有所放大， 最高上探至

1476.60点， 刷新本轮反弹新高， 尾盘报收于1473.94

点，上涨2.79%。 昨日正常交易的36只指数成分股中，

有31只股票实现上涨，陕西煤业涨停，永泰能源、新大

洲A和爱使股份涨幅均超过5%， 而在下跌的4只股票

中，个股跌幅普遍较小，大有能源跌幅最大，为1.43%。

近日国务院就煤企脱困做出批示， 肯定煤炭在

我国能源安全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 提出要多措并

举、综合施策、统筹解决煤炭行业困难和问题。 国家

发改委、安监总局、环保部等连续出台《关于遏制煤

矿超能力生产规范企业生产行为的通知》、《商品煤

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并同步开展煤炭税费调研，清

理涉煤收费等。 多部门推动的煤炭脱困政策集中在

“控制煤炭总量、淘汰落后产能、减轻企业负担、规

范煤炭进口、建立煤矿退出机制、调整完善企业考核

机制、加大金融支持”等方面。

分析人士指出， 政策面暖风频吹成为煤炭板块反

弹的主因，不过从目前来看，煤炭行业的基本面依然严

峻，煤炭产销量继续下降。考虑到化解产能过剩需要时

间较长，预计煤炭股基本面短期难言反转，缺乏基本面

的支撑，煤炭股的反弹之路可能很难走远。（徐伟平）

■

新三板观潮

协议转让活跃 做市交易额创新低

□东方证券 张政炘

昨日是新三板做市交易开展以来的第

22个交易日， 整个市场成交金额为6105万

元，较前几日有一定的回落。 其中协议转让

成交金额为5583万元，占比较大；而做市交

易成交金额仅为522万元， 再创新低 。 不

过，不少协议股正是未来的做市股，随着

做市商制度逐步深入，以及多个制约因素

的逐步消失，做市交易流动性提升空间仍

然很大。

协议转让活跃

昨日市场总体涨跌互现， 总计24只个股

出现上涨，25只个股出现下跌。 其中沄辉科技

（430413）涨幅高达420%，该公司属于制造

行业，主要经营电子设备及加工、风泵机械、

监控器材及系统。 做市股票昨日总体的涨跌

幅度不大，均没有涨跌幅超过10%的个股，做

市股票目前走势日趋平稳。

昨日成交金额排名前五的股票，分别是

九鼎投资 （430719）3899万元， 中科软

（430002）515万元， 先临三维（830978）

495万元，迈科网络（430575）200万元，方

林科技（430432）129万元。 其中，除了方林

科技为做市转让外， 其余股票均是协议转

让， 方林科技成为昨日唯一一只成交金额

突破百万的做市股票。 九鼎投资长期霸占

新三板交易量榜首， 中科软近期的交投也

比较活跃， 整个市场呈现出协议转让交投

暗流涌动。

浙江力诺（830985）本周一新加入做市

交易，该股今年8月8日刚刚登陆到新三板，并

迅速变更为了做市交易。 该股开盘暴涨

57.13%,随后股价冲高回落，目前股价稳定在

8.85元附近。 公司主营业务明确，专注工业控

制阀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为客户提供个性

化、多样化、系统化的控制阀整体装备过程控

制系统解决方案。 其业绩也非常优秀，2012，

2013年连续两个年度净利润都超过3000万

元。根据公司半年报的披露，其2014年上半年

的净利润也达到了1292万元。

做市流动性提升空间大

新三板做市交易自8月25日开闸以来，已

经运行有三周多的时间。从做市股票的总交易

量来看，目前日均成交量在500万到1000万元

之间。 有个别股票的交投比较活跃，经常出现

在做市股票的成交金额前列， 如方林科技

（430432）、卡联科技（430130）、沃捷传媒

（430174）、四维传媒（430318）等，然而大部

分做市股票的交易量仍显不足，整个新三板做

市股票的流动性有待改善。

造成目前整个新三板做市交易缺乏流动

性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投资者门槛，做市股

票的流通盘大小， 做市股票的股权分散程

度，做市商的做市策略。 目前投资者门槛较

高， 开通新三板做市交易时需要总资产在

500万以上。 一些做市股票的挂牌时间不长，

大部分股权是限售的， 因此流通股较少，且

股权集中度较高，股权基本集中在几个大股

东手中。 做市业务刚开展不久，做市商的做

市策略也比较保守， 买卖报价的价差较大，

报价的挂单量较少。

但可预期， 这些制约新三板做市流动性

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步消失。 当一

项新的业务逐渐成熟后，投资者门槛降低是

总的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挂牌公司的限

售股会逐步解禁， 流通股股数会慢慢增加。

随着做市交易的逐步开展，原先相对集中的

股权也会逐步分散， 股东人数会逐步增加。

做市商们在满足基本的做市义务后，会采用

更加积极的做市策略，提高自身做市股票的

流动性。

虽然目前做市股票的数量相比协议转让

股票的数量还很微不足道， 总计50只左右，但

做市制度的推出已经极大地激发了新三板市

场的活力。 目前协议转让交投活跃，其中有相

当一部分的交易都是在为之后的做市交易做

准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目前这50只左

右的做市交易的股票，只是点燃新三板做市交

易制度的火把。随着新三板做市股票的不断加

入，做市交易规模的不断增大，做市转让流动

性必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东兴证券：传统债优股将面临分化

□本报记者 蔡宗琦

东兴证券24日举行第六届 “中小市值论

坛” 。 东兴证券研究所所长王明德认为，主导

未来20年的新经济将以互联网、大数据、生物

科技等新兴技术为引擎，以创新性的企业组织

为载体， 以深刻的经济结构调整为基础展开，

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和民营经济借助资本市场

加速成长将共同推动这一进程。

他认为，新一届政府的各项改革举措已经

为全方位经济改革扫清了制度障碍，受益面更

大、 影响更为深远的改革红利将逐步释放，同

时加上阿里、腾讯、华为等一批大市值民营企

业的崛起，中国经济转型已经看到了曙光。 在

“新常态” 下资本市场将为民营经济、新兴经

济提供强大的支持和动力，未来会有更多的新

兴产业借助资本平台实现腾飞跨越，也会有越

来越多的创业故事借助资本的力量变成现实，

经济转型和资本市场繁荣已经成为互相依存

的命运共同体。

王明德认为，在“新常态” 下，未来应积

极推进产业升级转型，同时现有金融体系必

须彻底改革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在漫长的转型过程中， 传统意义上的绩

优股将会面临大范围分化，以银行、地产为

代表的权力垄断企业未来将渐渐失去价值

创造能力；电力、电信、高速公路等自然垄断

企业未来随着国家管控能力的加强，运营成

本有望大幅下降；机械、化工、电子等传统制

造业企业中的龙头企业若能跟上技术、业态

升级步伐，未来仍有较大成长空间，而优势

不突出的传统制造企业未来将被迫面临转

型。 新经济将以创新性的企业组织为载体，

以深刻的经济结构调整为基础展开，传统产

业升级转型和民营经济借助资本市场加速

成长将共同推动这一进程。

本次论坛还增设了肿瘤诊断和光热发

电两个分论坛。 对于医药行业，最近一年医

疗服务、二代测序和细胞治疗领域是市场热

点，东兴证券认为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和临床

应用的推广， 以及医院业务专业化分工提

速，三者不断的重叠和渗透将是医药板块长

期热点所在；而医学影像设备在进口替代的

背景下， 国内企业或将迎来较大发展机遇。

对于光热发电，东兴证券认为光热发电是一

个市场空间达万亿级的行业，中国市场目前

处于启动初期，下半年示范电站政策有望出

台，第一批将释放1GW示范电站项目，示范

电价在1.2-1.25元/度，这些项目的开建将推

动国内光热产业的发展， 为2020年3GW甚

至10GW装机目标实现奠定基础。

■

券商观点

国泰君安：9月汇丰PMI初值升至50.5，

略超市场预期，短期经济没有失速风险。 领

先指标触底企稳：产出、新订单、新出口订单

均有不同程度反弹，其中新订单特别是新出

口订单反弹幅度较大。 投入品、产出品的价

格仍在下跌，中上游通缩仍将延续。

经济失速被证伪，前期对经济失速的担

忧得到缓解，以此唱空市场的观点再次被市

场否定。 牛势已成，我们建议理性乐观。

短期经济没有失速风险。 8月经济大跳

水主要与7月以来的政策回收力度过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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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长期经济增速换挡能否

平滑过渡， 关键取决于房地产部门的软着

陆，地产是周期之母。

托底式宽松将延续：政策比8月有改善，

虽不刺激但会托底。

改革将会超预期，改革造就牛市。 我们预

计将推出的改革政策会超出预期。

瑞银证券： 近期这轮散户资金推动的上

涨，与以往反弹中的散户加仓有所不同：其一，

进场的都是“大散户” ，这些嗅觉灵敏的富裕

阶层，在过去3年根本不考虑股票市场，当时他

们主要的投资方向是地产、矿业和信托，但如

今这些资产的风险回报率在下降，股票重新受

到关注；其二，进场资金充分利用杠杆，融资余

额已达到6000亿， 同时还以每月1000亿快速

增长。

对于这些背负融资成本的资金，上涨固然

受益颇丰，但下跌也会很快达到止损位，可能

促发部分股票剧烈调整。一旦股票注册制被广

泛讨论，被市场充分预期，股权制的兼并可能

迅速降温。

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的关注点如故 ，聚

集于房地产、政策预期、改革等。 海外投资

者较着眼于中国长期看法， 关注明后两年

的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盈利等。 主要的担忧

还是来自于房地产， 房企虽然对地产长期

还保持乐观（如城镇化、人口结构等因素支

撑需求）， 但短期看销售减缓， 库存上升，

1-2月内开发商或加速推盘以价换量；对于

政策预期， 投资者分歧较大但持年内降息

看法的较多。

华泰证券：虽然本周新股发行可能会对

市场资金面造成一定压力， 但中短期来看，

股市风险偏好改善、 政策推动融资成本下

行，应当对市场保持相对乐观的看法。

行业配置方面，建议坚持稳增长和沪港

通主线。 8月份经济数据大幅下滑的背景之

下， 央行通过SLF定向释放5000亿以及下调

正回购利率20个bp的消息使得市场对于政

策放松的预期进一步增强。 我们认为，货币

政策之后，财政政策也将更加积极，受益于

政府支出的行业相对占优， 方向在于 “三

农” 、交运、医疗卫生、国防安全、轨道交通、

棚户区等领域，对应的铁路设备、电气设备、

通信、环保行业受益。

另外，沪港通即将正式推出，海外资金

持续流入的背景下，沪港通主线（食品饮料、

医药等前期涨幅较小的行业）仍然有望获得

超额收益。 综合来看，我们建议关注医药、食

品饮料、环保、铁路设备、电气设备。

主题投资方面，延续9月月报的观点，本

周继续关注土地改革、 军工 （科研院所改

制、北斗导航、通用航空、军民融合）、国企

改革及政策红利再次开启的环保，科技线关

注苹果带动的移动支付及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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