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做市商

做市企业

数量

累计推荐挂牌

企业数量

做市企业

数量占比

做市成交量

（万股）

市场

占比

做市成交金额

（万元）

市场

占比

1

广州证券

12 17 70.59% 23.5 1.36% 138.00 0.89%

2

上海证券

10 22 45.45% 117.4 6.79% 522.13 3.36%

3

东方证券

8 25 32.00% 424.5 24.54% 5263.83 33.87%

4

国信证券

8 54 14.81% 47.1 2.72% 450.38 2.90%

5

申银万国

8 132 6.06% 96.6 5.58% 642.17 4.13%

6

东海证券

7 9 77.78% 11.8 0.68% 97.48 0.63%

7

东吴证券

7 34 20.59% 123.9 7.16% 631.84 4.07%

8

国泰君安

6 28 21.43% 195.5 11.30% 1745.72 11.23%

9

兴业证券

6 17 35.29% 4.8 0.28% 94.95 0.61%

10

中山证券

6 8 75.00% 60.6 3.50% 416.67 2.68%

11

中信证券

6 26 23.08% 29.1 1.68% 361.19 2.32%

12

华泰证券

5 12 41.67% 13.0 0.75% 147.70 0.95%

13

齐鲁证券

5 71 7.04% 25.1 1.45% 389.68 2.51%

14

山西证券

5 17 29.41% 8.1 0.47% 64.77 0.42%

15

天风证券

5 6 83.33% 39.2 2.27% 274.47 1.77%

16

西南证券

5 7 71.43% 11.5 0.66% 95.40 0.61%

17

中原证券

5 33 15.15% 7.1 0.41% 28.41 0.18%

18

东莞证券

4 11 36.36% 9.1 0.53% 63.46 0.41%

19

海通证券

4 31 12.90% 296.0 17.11% 2259.70 14.54%

20

世纪证券

4 3 133.33% 6.6 0.38% 46.45 0.30%

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入前十股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涨跌幅

(%)

净流入资金

(万元)

成交额

(万元)

金额流入率

(%)

尾盘净流入

资金(万元)

600755.SH

厦门国贸

10.06 20,787.26 173,007.29 12.02 7,888.94

600143.SH

金发科技

10.09 19,271.08 153,933.42 12.52 685.46

600108.SH

亚盛集团

4.67 18,494.52 131,252.60 14.09 896.36

601377.SH

兴业证券

2.52 16,437.42 253,033.45 6.50 5,394.82

601118.SH

海南橡胶

4.09 13,753.99 160,628.90 8.56 942.26

002731.SZ

萃华珠宝

10.00 12,261.89 112,722.80 10.88 407.27

600196.SH

复星医药

1.96 11,950.22 85,854.39 13.92 2,308.21

000735.SZ

罗牛山

5.79 11,237.49 103,096.67 10.90 221.42

601800.SH

中国交建

4.27 8,646.56 129,799.51 6.66 -293.62

600588.SH

用友软件

9.99 8,500.87 137,346.24 6.19 3,571.07

名称 成交价

折价率

(%)

当日

收盘价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华工科技

11.38 0.53 11.36 2,180.00 24,808.40

海南橡胶

8.78 -0.34 9.17 1,160.00 10,184.80

亿利能源

7.50 -5.18 7.96 1,200.00 9,000.00

亿利能源

7.50 -5.18 7.96 1,110.00 8,325.00

海南橡胶

8.78 -0.34 9.17 820.00 7,199.60

华工科技

11.38 0.53 11.36 520.00 5,917.60

海南橡胶

8.78 -0.34 9.17 520.00 4,565.60

华工科技

11.38 0.53 11.36 300.00 3,414.00

和佳股份

19.19 -5.00 20.48 150.00 2,878.50

有研新材

13.03 0.62 13.08 200.00 2,606.00

广田股份

14.16 -3.01 14.57 180.00 2,548.80

盛路通信

34.15 2.61 34.15 65.20 2,226.58

江南化工

10.67 -4.05 11.00 200.00 2,134.00

恒丰纸业

7.02 -10.00 7.85 300.00 2,106.00

智慧能源

9.48 -2.07 9.77 200.00 1,896.00

恒泰艾普

12.34 1.40 12.57 150.00 1,851.00

友好集团

8.80 1.27 8.83 200.00 1,760.00

广田股份

14.16 -3.01 14.57 120.00 1,699.20

兴源过滤

35.00 -9.98 38.91 42.00 1,470.00

中国石油

7.06 -9.95 7.74 165.28 1,166.88

福安药业

20.91 -9.99 22.82 50.00 1,045.50

交通银行

4.88 8.44 4.38 206.00 1,005.28

恒丰纸业

7.02 -10.00 7.85 120.00 842.40

盛路通信

29.95 -10.01 34.15 24.80 7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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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融看台

融资客逆市布局蓝筹股

□本报记者 张怡

本周一是沪港通正式开通的第一个交易

日，当日A股市场整体表现平稳，但蓝筹股普跌

而成长股活跃。当日，融资融券市场恢复了平稳

较快的增速，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蓝筹板块获得

了融资布局。

据Wind数据，17日的融资融券余额为

7496.39亿元，较上个交易日提升了34.25亿元。

其中，融资余额提升了35.07亿元，而融券余额

降低了0.83亿元。 当日的融资买入额较上个交

易日略有提升，为507.01亿元，在偿还额降低的

情况下，当日的净买入额为35.07亿元，较上个

交易日明显提升。

行业方面，当日非银金融、房地产和家用电

器三个行业的融资净买入额居前， 分别为5.36

亿元、3.44亿元和3.20亿元。 同时，机械设备、钢

铁、 有色金属行业的净买入额也均超过了2亿

元。此外，还有包括化工、建筑装饰、采掘、传媒、

汽车等8个行业的净买入额过亿元。 相反，通

信、交通运输、建筑材料、国防军工等行业的净

偿还额居前。

不难发现，在当日融资客对热门题材板块多

进行了融资偿还，而对回调的蓝筹板块进行了买

入，可见融资客对蓝筹股依然保持积极态度。

短期震荡不改上行趋势

□银泰证券 陈建华

结合各方面因素分析， 我们认为短期震荡

不改市场中期上行趋势。 虽然沪港通正式推出

刺激部分获利资金选择减持， 导致沪深两市面

临一定调整压力， 但在宏观环境依然利于股市

运行、“沪港通” 积极作用逐步显现，以及投资

者做多热情持续升温的情况下， 对后期A股仍

可持相对乐观态度。短线整理后，大盘仍有进一

步向上的空间。 在市场仍有望延续上行趋势的

情况下，配置方面建议继续以蓝筹股为主。 在市

场风格转换的背景下， 优质蓝筹将体现较好的

投资机会，具体建议关注券商、保险、核电、高铁

等板块。

短期因素引发调整

本周前两个交易日， 沪深主板大盘连续向

下调整。 周一，沪指大幅高开后震荡走低；周二

进一步下探，期间深圳成指同步走弱，调整幅度

明显。与此同时，尽管中小板、创业板逆势走强，

但并未能对市场形成有效提振。 此外，伴随沪深

主板指数的调整，两市成交量明显萎缩，A股整

体呈现偏弱的运行特征。

我们认为， 当前A股沪深主板的下跌更多

是受短期因素影响。 “沪港通” 正式推出后，部

分获利资金选择出局， 成为周一以来两市向下

调整的直接原因。 这一判断可以从近两个交易

日以来市场盘面表现得到验证，主要体现为：周

一沪指大幅高开后回落， 以及前期得益于沪港

通刺激的个股集体走弱， 并对当前沪深两市形

成拖累。

三理由支撑强势格局

如果排除获利资金减持等短期因素影

响，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对后期A股我们认为

依然可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尽管自7月下旬以

来两市涨幅明显， 尤其是沪指已创出近三年

以来的新高， 但料大盘仍有进一步向上运行

的空间， 震荡走高仍将是后期市场的主要运

行趋势。

首先，从宏观环境看，虽然最新公布的10月

份宏观数据显示国内经济仍面临进一步放缓的

局面， 但A股市场尤其是沪深主板市场的长期

下跌， 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基本面的这种利

空。 我们认为，在经济“新常态” 逐步得到各方

认可、管理层积极推进各领域改革的背景下，对

经济转型的预期以及新一轮改革引发的制度红

利释放， 将有效对冲经济增速放缓对市场产生

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

资金面持续改善以及社会融资成本下行， 都将

有助于A股整体估值水平的提升， 并成为推升

沪深指数上行的主要力量。

其次，本周一正式推出的“沪港通” ，到目

前看尽管并未带动沪港两地指数明显走强，获

利资金的减持反而造成了A股市场的调整，但

从中期看， 该项制度的实施仍将对沪深市场形

成积极影响。 具体而言，“沪港通” 除了扩大市

场增量资金来源外， 还将带来国际成熟市场的

投资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市场估值结构。

增量资金在额度的使用上有较为直观的体现，

而投资理念等方面对于A股的影响， 事实上在

近几个月的市场中已逐步显现： 宏观上表现为

两市盘面风格的持续转换， 微观层面则更为直

接体现为优质蓝筹股估值水平的集体提升。 从

这个角度看， 显然沪港通的作用将不仅仅停留

在对市场阶段性的提振或冲击， 中长期看其将

利于沪深两市稳定健康运行。

此外，从盘面表现看，在近期沪深主板连

续向下调整的情况下，中小板、创业板却逆势

走强，尽管其未能对市场整体形成有效提振，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资金对后市并不悲

观的信号。 同时，即便从行业表现情况看，本

周前两个交易日，虽然沪深指数调整明显，但

板块个股仍多数走高。 以申万二级行业为例，

近八成呈上涨状态，且部分板块涨幅明显，显

示市场做多热情犹存。 我们认为，在前期市场

成交量显著放大、投资者参与热情持续升温、

股票市场在大类资产配置中吸引力逐步提升

的情况下， 投资者对后期A股市场无需过度

悲观。

■

新三板观潮

做市商增至49家 成交额再上台阶

□本报实习记者 黄丽

三个月前， 也就是新三板做市转让制度实

施之初，做市转让交易金额曾一度冲高回落，大

起大落不免让市场人士忧心忡忡。 但近三个月

以来，做市转让成交金额稳步上升，打消了投资

者的疑虑。事实上，做市转让交易金额曾在较长

一段时间都维持在1000万元左右的水平， 进入

10月后又迈入2000万元大关。 令人欣慰的是，

自上周五开始，做市交易发展迅速，成交金额也

快速突破原有水平，正式踏上3000万元的台阶。

11月18日， 新三板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9203.21万元， 做市转让交易金额达到3216.47

万元，而在103只出现交易的个股中，也有55只

是做市转让股票。截至目前，做市转让股票数量

达到68只， 做市商则增加至49家。 分析人士指

出， 新三板做市转让制度将改变中国多层次资

本市场的现有架构。

新增三家做市企业

昨日， 整个新三板市场的交投维持活跃态

势，103只个股发生交易， 总成交金额达到

9203.21万元，较前一日略有提升。 本周一，沃迪

装备转为做市转让个股； 昨日做市转让阵营再

添新兵，津宇嘉信、红豆杉、联动设计等三家企

业11月18日起也转为做市转让方式。根据统计，

目前新三板市场上做市转让股票数量达到68

只，昨日发生交易的做市股数量达到55只。

新加入做市行列的个股过往交投热度较

低，但昨日均出现了成交。红豆杉的做市商为银

河证券、广州证券和世纪证券，昨日成交金额为

77.8万元，大涨30.87%，收报3.01元；津宇嘉信

做市商分别是光大证券、齐鲁证券、世纪证券和

兴业证券，昨日成交金额为68.73万元，股价下

跌7.17%，收报5.57元；联动设计做市商也有四

家，分别是申银万国、天风证券、兴业证券和上

海证券，昨日则成交了20.28万元，股价也大幅

上涨36.47%，收报9.28元。

从整个新三板市场来看， 昨日成交金额超

过100万元的个股有16只， 但超过1000万元的

个股仅有一只。 九鼎投资稳居“吸金王” 宝座，

交易金额达到1792.93万元。

昨日市场仍然维持涨多跌少的格局，12只

个股涨幅超过10%。 其中，益善生物、清畅电力

实现翻倍。 益善生物成交200手，大涨866.39%，

现价11.5元； 清畅电力成交10手， 涨幅也达到

157.79%。做市转让股票“炒新” 传统得到延续，

联动设计和红豆杉新加入做市， 成为做市转让

股票中仅有的两只涨幅超过10%的个股。

做市转让再上新台阶

截至目前， 做市企业数量占整个新三板挂

牌企业的比重达到5.09%。 11月18日，做市转让

股票成交了375.7万股， 占总成交量的19.42%，

成交金额占比则达到了34.95%。 近期做市转让

交易情况显示，做市转让股票已经进入新阶段，

形成了一些新特点： 出现交易的股票数量通常

达到八成以上，成交金额步入3000万平台，个股

成交平稳但新做市股易遭爆炒， 多数股票已形

成连续的价格曲线。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布的信

息，11月18日，做市转让总股本为35.23亿股，流

通股本为17.45亿股。 昨日成交了902笔，与之形

成对比的是，协议转让股票仅成交了262笔。

截至11月14日， 做市商的数量增加至49

家，较前一周新增了首创证券、中金公司这两家

做市商。 广州证券、 上海证券做市企业数量居

前， 分别为12家、10家。 上周 （11月10日-14

日）做市成交金额累积超过1000万元的做市商

有三家，即东方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其成

交金额分 别为 5263.83 万 元 、2259.7 万元 、

1745.72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 成熟资本市场的金字塔一

定是主板占少数，其他层次的市场占多数。但中

国目前的状况是倒金字塔， 改变这个现状的路

径将从新三板的做市制度开启。

■

直击沪港通

“沪港通” 理性回归 AH股溢价平稳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是沪港通“通车” 的第二个交易日，

相较于首秀时资金对沪股通的热烈追捧，昨日

明显热度降温，呈现出理性回归的格局。 沪港

两地的标的股均是涨少跌多，上证综指震荡走

低，恒生指数高开低走。 在这种情况下，恒生

AH股溢价指数昨日相对平稳，围绕102点震荡

波动。

额度有余 AH股溢价平稳

在沪港通正式启动前，不少机构均预计开

通前几个交易日，沪股通的每日额度可能会经

历“秒停” 。 但从开通后的实际情况来看，投资

者的表现相对理性，在首日并未出现这种疯狂

的追捧，昨日是第二个交易日，沪港双方的额

度均有剩余。 但整体来看，沪股通的吸引力仍

然较强。

昨日午间收盘之时，沪股通的交易额度剩

余了七成以上， 而港股通的余额占比超过了

95%。 至下午收盘，两市额度仍然富余，据交易

所数据显示， 沪股通昨日的130亿元额度剩余

了81.55亿元，占比为62%；港股通昨日的105

亿元额度剩余了97亿元，占比达到92%。 这种

情况与周一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周一早上

开盘沪股通额度已经用掉近六成，下午两点左

右，沪股通额度已经全部告罄。

沪港通热潮的回落部分受到A股和H股市

场同时回调的影响，AH股溢价维持横盘震荡。

H股方面，继周一大跌1.21%之后，昨日恒生指

数小幅高开后快速翻绿， 并持续震荡走低，至

收盘下跌1.13%。 A股方面也不尽乐观，上证指

数小幅低开后小幅上冲，短暂翻红之后再度调

头翻绿，也延续震荡走低态势，最终收盘下跌

了0.71%。 昨日沪综指和恒生指数均呈现缩量

态势。 由此，恒生AH股溢价指数全天围绕102

点上下波动，最终报收于102点整。

沪股通方面，昨日568只标的股中有239只

个股实现上涨，而275只个股下跌。 其中，金发

科技、厦门国贸、东风科技、上港集团、用友软

件和梅花生物6只个股涨停，此外还有天津港、

中体产业等5只个股涨幅超过了5%。 而昨日仅

有伊利股份的跌幅超过了5%，烽火通信、大秦

铁路的跌幅也均超过了4%。

港股通方面， 由于恒生指数的大跌，268只

标的股中仅有53只个股实现上涨，而下跌个股达

到了202只。 其中，高银地产涨停，亨得利和统一

企业中国的涨幅也分别达到了7.19%和5.53%，

其余个股涨幅均未超过4%。 相反，融创中国、重

庆钢铁股份等9只个股的跌幅超过了5%。

蓝筹调整 “沪港通”理性回归

沪港通开通后，蓝筹股迎来连续调整。 沪

港通在首日热潮之后，昨日的回归态势显示出

市场心态的平稳和理性。 分析人士认为，沪港

通利好兑现及蓝筹股本身的调整需求，将大概

率引发指数继续震荡调整。但从对沪港通的鼎

力支持来看， 沪港通后期的潜力依然巨大，在

整体向上的行情中，优质个股在经过调整之后

将重具布局价值。

近期，A股市场中出现了明显的二八分化

格局， 沪港通受益最大的金融股连续领跌，而

前期相对沉寂的成长股和消费股则连续出现

在涨幅榜前列。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从上半年

起，沪港通引发的强烈预期就已经引发了蓝筹

股几度大涨，当前蓝筹股估值明显提升，且相

对于H股从折价状态已经变为溢价状态。 当面

对沪港通利好的兑现，本身的调整需要和获利

回吐压力共同引发了这种蓝筹的调整。 同时，

下周密集的新股申购也进一步激发了资金挪

移的冲动。

在A股蓝筹普遍调整的背景下， 沪港通

“威力” 尚未真正显现。申银万国证券指出，短

期由于沪港通外资流入有限和新股申购资金

分流，考验多头决心的震荡来临，但对后期特

别是2015年指数看多的判断不变。

而A股总体向上的趋势意味着沪港通后

期潜力很大。分析人士指出，后期，随着蓝筹股

调整的结束，海外资金的布局将引发更大的财

富效应，标的股调整之后的行情值得期待。 而

随着金额限制和标的股限制的逐步放宽，沪港

通的魅力将逐步显现。 实际上，政策对沪港通

的期望值和支持力度很大，这从沪港通的推进

速度以及对沪港通的税收优惠上可以看出。这

种税收优惠在新兴市场国家十分罕见，意在吸

引海外资金，也可能进一步激发内地资金的热

情，不排除部分内地投资者被税收优惠吸引而

绕道香港回流A股市场。

创业板指数连收两阳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本周主板指数表现低迷，连续下挫，市场风

格再度偏向小盘股。其中，创业板指数一扫此前

连续下跌的“阴霾” ，连续上攻，收出两连阳。

创业板指数昨日小幅低开后震荡上行，最

高上探至1483.14点，随后维持窄幅震荡，尾盘

报收于1481.86点。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板指数

昨日的成交额为267.50亿元， 较前一个交易日

下降了27.82亿元，缩量反弹显示资金参与创业

板股票的热情相对有限。

个股方面， 创业板昨日正常交易的351只

股票中，有209只股票实现上涨，占比接近6成，

其中瑞丰高材、 新开源、 银之杰等7只股票涨

停，17只股票涨幅超过5%，32只股票涨幅超过

3%；在下跌的132只创业板股票中，宝德股份跌

停，科隆精化和裕兴股份跌幅超过5%，分别为

8.58%和5.71%，8只股票跌幅超过3%。

分析人士指出，昨日去IOE、物联网等题材

概念表现活跃，热点重回新兴产业板块，为小盘

成长股的反弹提供了契机。不过本周以来，创业

板的单日成交额并未放大， 缩量反弹显示资金

追涨热情并不高， 预计创业板指数短期反弹高

度有限。

乳业股拖累

食品饮料大跌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在乳业股纷纷大跌的拖累下，申万食

品饮料指数大跌1.66%， 仅次于银行板块居跌

幅榜第二位。其中，皇氏乳业跌停，伊利股份、光

明乳业也跌幅居前。

消息面上，据媒体报道，17日中澳签署了实

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意向声明。

根据谈判结果，五年后，澳大利亚对中国所有产

品、 中国对澳大利亚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都将

降为零。分析人士认为，这实际上使得中国乳制

品行业喜忧参半， 一方面降低了其原料进口成

本，但同时也会对国内高端奶产品形成冲击。

出于对上述消息的担忧， 昨日食品饮料指

数小幅低开之后就一路震荡下行。个股方面，昨

日食品饮料行业正常交易的60只成分股中，共

有21只个股实现上涨，而下跌个股有37只。 其

中，梅花生物一只个股涨停，佳隆股份、惠泉啤

酒的涨幅超过了5%。 而相反，乳业股占据了跌

幅榜前三位，皇氏乳业是唯一的跌停股，伊利股

份和光明乳业也分别下跌了5.19%和3.86%。同

时，贵州茅台、海南椰岛和海欣食品的跌幅也均

超过了2%。还有金种子酒、五粮液、泸州老窖等

白酒股均跌幅超过了1%。

分析人士指出， 中澳自贸协定将使得澳大

利亚加大乳制品的对华出口， 对国内奶业形成

冲击，但也可能加快国内乳企对澳的投资布局，

调整到位后或存机遇， 沪港通的开通也使得外

资可以投资诸多国内乳企。

123.22亿元资金净流出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本周二， 沪股通单日

130

亿元的限额共

使用

48.45

亿元，余额为

81.55

亿元，海外资金

入场的积极性有所下降。 与之相比，场内资

金离场情绪则显著升温，昨日沪深股市共有

123.22

亿元资金离场， 较前一个交易日显著

放大。其中，沪市净流出

90.35

亿元，深市净流

出

32.87

亿元。

行业方面，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

仅有农林牧渔和综合板块实现资金净流入，

分别为

4.04

亿元和

5792

万元。 其余

26

个板块

均出现资金净流出，商业贸易、轻工制造和

休闲服务的资金净流出额较小， 分别为

761

万元、

5055

万元和

5545

万元，食品饮料、非银

金融和银行板块的资金净流出额居前，超过

10

亿元，分别为

10.63

亿元、

15.42

亿元和

20.35

亿元。

行业板块的市场表现与资金流向基本一

致，申万农林牧渔、计算机和综合指数涨幅居

前， 分别上涨

1.35%

、

0.95%

和

0.75%

； 与之相

比，申万银行、食品饮料和非银金融指数则跌

幅居前，分别下跌

1.92%

、

1.66%

和

1.40%

。

分析人士指出，本周一沪深股市合计净

流出

41.72

亿元，时隔一个交易日资金流出规

模便攀升至

123.22

亿元，由此来看，资金谨慎

情绪显著升温。资金驱动力减弱并不利于大

盘后市行情的演绎。

行业资金净流入（出）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