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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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4日部分股票大宗交易情况

降息助力沪股通回暖

沪股通专用席位现身保利地产

□本报记者 王威

自上周沪港通正式启动以来，沪股通和港

股通额度用量呈逐步缩减特征， 但本周一，伴

随着沪港两地股市的上涨，沪港通的交投也出

现了明显的回暖。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沪股通

专用席位首次现身

A

股， 并对保利地产的涨停

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

Wind

资讯统计， 沪股通昨日

130

亿元的

限额余下

60.44

亿元，使用率为

53.51%

，较上周

五大幅增加；与沪股通“热闹”相对应的是港股

通的“冷清”，港股通昨日

105

亿元的额度剩余

103.59

亿元，使用率仅为

1.34%

。

与沪港两地指数放量上涨对应，昨日沪港

通标的股也表现不俗。 沪股通方面，昨日正常

交易的

524

只个股中共有

447

只个股上涨，仅有

68

只个股下跌，其中涨停个股就达

17

只；港股

通方面， 昨日

262

只正常交易的标的股中共有

215

只上涨，

38

只下跌， 涨幅高于

9%

的个股也

达到了

12

只。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盘后公开信

息显示，昨日保利地产的第二大买入席位为沪

股通专用席位，买入金额达

1.62

亿元，这是沪港

通相关席位首次出现在公开交易信息当中，显

示沪港通资金成为昨日推升该股涨停的重要

力量。

分析人士指出， 受益于央行降息利好消息

的发酵，券商、地产等利好板块强势领涨，带动

指数也大幅走高，受到盈利效应驱使，而相关蓝

筹题材股连续回调休整后吸引力又有所回升，

考虑到短期内相关板块料将维持强势格局，沪

股通回暖态势有望延续； 但恒生指数当前依旧

处于下降通道当中，再加上港股相对风险较大，

料沪港通短期仍将维持“北热南冷”格局。 值得

一提的是， 昨日沪股通专用席位的出现显示沪

港通资金对市场影响作用显著， 沪港通资金流

向亦或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

编者按：央行非对称降息的消息刺激股市昨日高开高走，降息之后，A

股市场将受益于无风险利率下行带来的增量资金，以及实体经济的风险下

行带来的企稳预期。 降息的影响不是一两个交易日所能完全体现的，大盘

指数、投资风格、板块动向、主题变化等诸多方面又会在降息冲击波中出现

怎样的变化呢？

■

降息冲击波 A股面面观（一）

创业板指数弱势震荡

□本报记者 龙跃

在不对称降息的利好刺激下， 沪深主板大

盘本周一高开高走，迎来“开门红”行情。不过，

周期股所占比例较小的创业板并未受到多少提

振，创业板指数周一高开低走，呈现弱势震荡格

局，尾市勉强收红。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1513.43点小幅高开，但

开盘后一度持续回落，盘中最低下探至1497.85

点；上午10点30分过后，指数逐渐企稳，并跟随

主板大盘小幅弹升， 尾市以1507.81点报收，上

涨2.98点，涨幅为0.20%。在量能方面，昨日创业

板指数全天成交146.05亿元， 较上周五的

118.45亿元明显放量， 显示有资金在高开低走

的过程中进一步流出创业板。

个股方面，昨日正常交易的342只股票中，

有216只个股出现上涨。 其中，九强生物、东方

国信和新开源收报涨停，当日涨幅在5%以上的

个股共有20只。 与之相比，昨日有120只创业板

股票均出现了下跌。其中，东华测试、明家科技、

金龙机电、 依米康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了

4.04%、3.47%、3.38%和3.13%。

分析人士指出， 尽管相对于主板市场的强

劲表现，创业板表现不尽如人意，不过考虑到市

场整体风险偏好的提升， 预计创业板不会持续

沉寂太长时间，短期反弹仍然可以积极预期。

兴业证券：指数型行情继续演绎

□兴业证券 张忆东

改革政策超预期吗？ 当户籍制度改革的号

角吹响， 与之高度联动的土地市场改革加速推

进自然是顺理成章。因为移民的户籍选择，是基

于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福利、机会、风险和未来

的比较。

“一路一带”战略超预期吗？ 从7月的福塔

莱萨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到10月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战略雏形其实早已显现。

明年财政改革、走出去战略、国企改革、金融改

革、十三五规划等多领域改革齐头并进，趋势如

此之明确，你还在择时吗？

降息超预期吗？ 货币政策放松的趋势早已

确立，从正回购利率数次下调、债券短端利率的

大幅回落、 新型流行性调节工具（SLO、SLF、

MLF、PSL）的使用、再到“新融资十条” ，降息

本来就是迟早的事， 如果你也认为降息是大超

预期，则同样颠倒了趋势和节奏的重要性。

说完了已经发生的事情， 聊聊正在或即将

发生的事情。这两天，又有不少投资者在揣摩周

一市场涨跌的“节奏” 性问题，有人便第一时间

拿出了历次降息后股市表现的统计， 结论是

“第一次降息股市凶多吉少” ，逻辑是“基本面

太差，对冲不了” 。 投资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

在我们看来，一是央行其实早已降息，不再赘述

理由； 二是行情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乏善可陈的

基本面。因此，指数的高开高走完全是趋势强化

的体现。即便高开低走，无非是再一次去确认过

去三年“螺蛳壳” 的上轨，且提供了又一次买入

的良机。 如同争论前一周的“天量” 一样，想必

很快投资者便会忘却眼下的纠结， 因为在趋势

的浪潮下，它是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在指数型

行情继续演绎的情况下， 节奏永远只是趋势中

的小浪花。

再说说板块，券商和保险自不必说，降息

对银行股利好还是利空， 微信群里争得面红

耳赤，空头们齐呼净息差收窄了。 想必做过银

行股股价驱动因素分析的投资人很少会认为

其利润增速和走势历来会有强相关性， 显然

对系统性风险的预期一直都是决定股价更重

要的变量。 目前的结论无疑是正面的。 因此，

如果短期市场错杀银行股， 投资者应该明白

是福还是祸？

另一个逃不开的板块是地产， 空头们疾呼

“中国地产大周期结束了， 地产股没机会了” ！

同样，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只

要不是房地产市场系统性的崩盘， 在调控政策

和货币政策双松的背景下， 地产股的表现从来

都不会让人失望。 或许当下悲观的理由只是因

为其股价还没有涨起来而已。

最后，回到八股文的结论，交易策略方面不

能免俗地重复一下观点，即继续看多。即便考虑

到部分考核久期较短的投资者， 当前战术性的

调整风险也尚未到来，市场走的还很理性。投资

机会方面，首先继续强烈推荐券商、保险、地产

等利率敏感性行业；其次，“一路一带” 战略下

的核电、高铁、军工、建筑承包、新疆、海西等；再

次，结合市值弹性、股价短期动量、区域、行业分

布等纬度构建国企改革股票池；第四，并购重组

的进展明确而且股价调整之后显著缩量的选股

逻辑，这是顺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 主题投资方面，迪斯尼、国企改革、体育

产业链、海西等。

■

新三板观潮

新三板势头不减 “两分天下” 格局初定

□本报实习记者 黄丽

本周一，新三板市场交投热度得以延续，全

市场成交金额达到1.56亿元， 达成交易的个股

数量共有118只。 上周奠定的“两分天下” 格局

并未出现改变， 做市转让与协议转让各占据半

壁江山， 而做市转让的成交金额在上周四爆发

后稍有回落，昨日成交金额达到5077.3万元。 据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投资者对新三板的兴趣

日益增加， 表现出入市意愿的个人投资者较前

一段时间有明显提升，同时，与新三板相关的金

融产品也正在研究中， 未达到入市门槛的普通

投资者有望借道分享新三板资本盛宴。

三股成交过千万

昨日新三板早盘表现平淡， 协议转让股票与

做市转让股票在总成交金额上旗鼓相当， 个股中

仅有做市股维珍创意成交了793.04万元， 数额相

对较大，但午后行情发生剧变，华丽包装、金达莱、

九鼎投资、中瀛鑫等个股异军突起，前三只个股成

交金额远超1000万元水平线， 分别达到2294万

元、1881.42万元、1509.96万元， 中瀛鑫成交金额

也达到984.07万元，带动整体成交迅速回暖。

协议转让个股华丽包装最近数日均无成

交，但昨日突现大笔买盘。全国股转系统提供的

资料显示，华丽包装以6.2元/股的价格成交370

万股，卖出方为银河证券郑州经三路营业部，买

入方显示为机构专用席位， 此次转让已涉及权

益变动。华丽包装十大股东中，仅有大股东代建

设、新进股东卫光磊存在卖出可能。

市场人士分析， 华丽包装股份变动可能是

因为有券商有意为公司股票做市， 通过老股转

让的方式取得做市库存股， 所以转让方极有可

能就是大股东代建设。从主板市场经验来看，定

增配股的股价成本更低， 不过近期新三板做市

交易显示，做市初始股价一般都会比较活跃，涨

幅较大，券商库存股浮盈的可能性依旧较大。

金达莱近期成交较为频繁， 该股票将于11

月25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其公告显示，三家

券商将为其做市， 分别是太平洋证券、 天风证

券、招商证券。 昨日成交66.9万股，国金证券上

海延安西路证券营业部是买入的主力。 金达莱

收报28.24元，下跌5.27%。

从股票涨跌幅来看，昨日新三板市场有7只

个股涨幅超过10%， 其中清畅电力早盘出现一

笔1.9万元的买盘，飙涨168.79%，收盘价18.95

元，达到历史高位。 跌幅超过10%的个股有8只，

中瀛鑫大跌42%，现价回落至4.35元。 九鼎投资

昨日成交284.48万股，盘中一度上探至6.4元，临

收盘时回落至4.71元，以收平结束。

做市转让持续火爆

根据股转系统公布的成交数据，昨日做市转

让与协议转让成交股票只数相同，均为59只。 做

市转让成交1162笔， 协议转让则成交了361笔。

虽然上周四做市转让金额首度超过协议转让，昨

日做市转让金额仅有5077.3万元，协议转让金额

则达到了1.05亿元。 截至目前，做市转让挂牌公

司有70家，协议转让挂牌公司达到1279家。 考虑

到做市转让股票基数仍然较小， 较做市初期相

比，做市转让股票近期成交可谓相当火爆。

与成交火爆相辅相成的是券商的做市热情

也愈发高涨。 全国股转系统11月24日披露的信

息显示，上周执业的做市商已有50家，已经超过

主办券商数量的二分之一。此外，江海证券也将

作为主办券商从事做市业务。 上周（11月17日

-11月 21日）， 所有做市股票成交量达到

3137.38万股，成交金额则达到2.56亿元。成交量

居前的分别是东方证券、国泰君安、海通证券，

均超过400万股。 成交金额居前的则是东方证

券、 国信证券和国泰君安， 成交金额分别为

5450.46万元、3533.15万元、2526.2万元。

分析人士表示，不仅券商、投资者对做市转

让股票的兴趣日益明显， 很多原本采用协议转

让的公司也意欲转为做市转让方式， 届时做市

转让队伍将越来越庞大，其交易规模不容小觑，

现有的两分格局也将在维持一段时间后逐渐产

生新变化。

降息引发地产股涨停潮

□本报记者 龙跃

受央行上周末非对称降息的利好刺激，本

周一沪深股市高开高走，表现抢眼，周期股成为

驱动行情向上的主要动力。其中，作为典型的降

息受益板块，地产股内部更是出现了涨停潮，截

至昨日收盘共有13只个股收报涨停。

上周五晚间，央行宣布非对称降息，不少投

资者第一时间就将目光投向了地产板块。 从周

一的走势看，地产股确实不负众望。 一方面，中

信房地产指数昨日大幅跳空高开， 尾市上涨

5.38%， 盘中创出4706.82点阶段上涨新高；另

一方面，地产板块内部大量个股实现涨停。截至

收盘，共有北辰实业、泛海控股、保利地产等13

只地产股收报涨停，当日涨幅在5%以上的地产

股多达32只，且行业内仅有8只个股出现下跌。

分析人士指出， 作为资金杠杆始终较高的

行业， 地产板块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在A股市

场中最高， 本次非对称降息能够有效降低相关

地产企业的资金成本， 并有望提振房地产销售

方面的积极预期。不过，在行业景气周期向下拐

点已经相对清晰的背景下， 一次降息并不能扭

转地产股基本面向下的中期趋势， 预计在经历

过短期的股价亢奋后， 多数地产股股价后市都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理性回归， 对此投资者还是

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融资盘助推券商股大涨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五， 以券商股为首的金融股带领指数

强势上扬，申万非银金融指数大涨4.93%，而这

背后与两融投资者全力做多密不可分， 当日非

银金融板块“一枝独秀” ， 融资净买入额高达

19.31亿元。 本周一非银金融板块继续领涨两

市，涨幅高达5.89%，两融投资者因踏准节拍账

面获得显著浮盈。

11月21日， 沪深股市融资融券余额报

7625.1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了32.52亿元。

具体来看， 当日融资余额报收7574.60亿元，较

上个交易日增长了33.44亿元； 融券余额报收

50.51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小幅下降了0.92亿

元。 当日的融资净买入额则为33.45亿元，较前

一交易日增加了3.26亿元。

从行业板块角度看，11月21日，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有15个获得了融资净买入，其

中，与当日近乎“一枝独秀” 的表现类似，融资

客对非银金融板块也青睐有加， 该板块的融资

净买入额高达19.31亿元， 紧随其后的传媒、电

子和医药生物融资净买入额则分别为4.39亿

元、2.22亿元和2.14亿元。

个股方面， 当日位居个股融资净买入额前

列标的股也几乎被非银金融板块包揽， 其中方

正证券、渤海租赁、海通证券、太平洋和中国平

安位居当日两融标的股净买入额排行的前五

位，具体数据分别为2.04亿元、1.82亿元、1.62亿

元、1.54亿元和1.49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券商股昨日在全面暴涨的同

时，多只个股的成交额也创下了新高水平，连涨过

程中“牛”态尽显，再加上降息显著利好券商股，

料短期内券商股仍将持续获得融资客的追捧。

新三板配表

大宗交易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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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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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7 82.35% 41.9 1.34% 237.72 0.93%

2

上海证券

12 22 54.55% 210.9 6.72% 1241.44 4.86%

3

申银万国

9 132 6.82% 147.4 4.70% 1190.17 4.66%

4

兴业证券

9 17 52.94% 25.7 0.82% 277.20 1.08%

5

东方证券

8 252 32.00% 457.3 14.58% 5450.46 21.32%

6

国信证券

8 55 14.55% 378.4 12.06% 3533.15 13.82%

7

东海证券

7 9 77.78% 45.8 1.46% 318.94 1.25%

8

东吴证券

7 35 20.00% 271.1 8.64% 1496.93 5.86%

9

国泰君安

7 28 25.00% 407.2 12.98% 2526.20 9.88%

10

齐鲁证券

7 72 9.72% 31.6 1.01% 469.08 1.84%

11

天风证券

7 6 116.67% 39.4 1.26% 326.99 1.28%

12

山西证券

6 17 35.29% 8.9 0.28% 75.35 0.29%

13

世纪证券

6 3 200.00% 26.8 0.85% 123.63 0.48%

14

中山证券

6 8 75.00% 79.9 2.55% 582.28 2.28%

15

中信证券

6 26 23.08% 85.8 2.73% 1135.29 4.44%

16

华泰证券

5 12 41.67% 52.3 1.67% 630.63 2.47%

17

西南证券

5 7 71.43% 38.6 1.23% 160.45 0.63%

18

中原证券

5 33 15.15% 23.7 0.75% 113.00 0.44%

19

东莞证券

4 11 36.36% 5.4 0.17% 28.03 0.11%

20

海通证券

4 31 12.90% 406.2 12.95% 2467.62 9.65%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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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89.SZ

瑞康医药

27.72 -9.97 30.63 720.00 19,958.40

000685.SZ

中山公用

18.51 0.82 19.28 700.00 12,957.00

002011.SZ

盾安环境

10.05 -6.51 11.25 1,000.00 10,050.00

002011.SZ

盾安环境

10.05 -6.51 11.25 1,000.00 10,050.00

002504.SZ

东光微电

14.23 -5.39 15.20 600.00 8,538.00

300273.SZ

和佳股份

19.45 -6.98 20.90 400.00 7,780.00

002585.SZ

双星新材

13.66 -8.93 15.17 555.00 7,581.30

000537.SZ

广宇发展

7.40 0.68 7.65 900.00 6,660.00

000748.SZ

长城信息

28.45 0.32 28.74 225.00 6,401.25

300273.SZ

和佳股份

19.17 -8.32 20.90 300.00 5,751.00

300086.SZ

康芝药业

13.62 -9.98 15.34 400.00 5,448.00

600729.SH

重庆百货

20.93 -2.29 21.80 260.00 5,441.80

600880.SH

博瑞传播

11.38 -3.07 11.73 400.00 4,552.00

600757.SH

长江传媒

9.07 -4.22 9.35 450.00 4,081.50

002482.SZ

广田股份

15.24 3.18 15.70 220.00 3,352.80

002482.SZ

广田股份

15.24 3.18 15.70 200.00 3,048.00

降息效应发酵 天量天价再现

A股新常态：大象起舞+题材群舞

□本报记者 王威

受降息利好刺激，周一沪深两市大盘在券

商、 地产等权重股带领下双双创下阶段新高，

两市成交额合计也再度刷新历史新高水平，量

价齐升特征明显。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

市场人士认为，昨日盘面表现与降息利好行业

高度契合， 市场也迎来场外增量资金的驰援。

此外，长远来看，降息还将为股市带来更多增

量资金， 大象起舞将成为A股市场的 “新常

态” ，后市指数型上涨格局将延续，但题材股也

将趁权重休整之际有所表现。

降息刺激权重股

大盘量价齐升

受益于央行降息，由于券商、地产等权重

股的“爆发” ，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分别高开

高走，大盘量价齐升特征十分明显。

昨日，上证综指盘中最高探至2536.41点，创

2011年11月4日以来的新高，深证成指也于盘中

触及8645.39点，创2013年10月14日以来的新高。

最终，上证综指报收于2532.88点，上涨1.85%，深

证成指则上涨2.95%，报收于8577.91点。

“昨日A股市场的行情走势与降息有直接

关系。 ” 大同证券刘云峰向中国证券报记者指

出，“本次降息虽然幅度不大， 但存贷款非对

称，同时还扩大了存款利率的浮动区间，因此

对银行影响偏负面，但对于房地产、上游资源

品、大宗商品等构成利好。此外，一些优质的大

型企业由于往往能拿到贷款，且利率一般参考

基准利率，因此降息也会使其受益。 昨日的盘

面表现与此高度契合，代表优质大型企业的大

盘股普遍上涨，其中房地产涨幅居前，但银行

则排名靠后。 当然，降息也不是上涨的唯一因

素，如券商股除受益于降息将使其资本中介业

务提升外，还受益于‘注册制’改革的推进。 ”

在昨日大盘大涨的同时，沪深两市的成交

额也再度刷新历史新高水平。 据Wind资讯数

据，昨日沪深两市共成交5749.71亿元，其中，

沪市成交额为3302.91亿元， 深市成交额为

2446.80亿元。

“沪深两市总成交额之所以能够超过11月

11日，创历史新高，一定有来源于场外的增量资

金入场” ， 刘云峰表示，“本轮行情本质是经济

环境在不稳定情况下， 基于对改革憧憬和政策

预期展开的，带有明显资金推动型特征。降息一

方面强化了对于政策的预期， 未来只要通胀水

平不出现过快的上升， 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就

不会改变；另一方面，降息也会使市场资金面进

一步宽松，为行情发展提供更多增量资金。 ”

至于这部分场外资金的来源， 新时代证券

刘光恒认为，一方面，由于新股中签率较低，因

此一部分新股申购资金转战二级市场， 博取市

场利好带来的投资机会； 另一方面近期市场牛

市特征明显，因此能够不断吸引诸如银行资金、

房地产市场资金等场外资金入市。此外，刘光恒

进一步指出，由于银行存款利率下降，银行存款

收益以及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也将相应下

降， 这就促使一部分银行资金转向股票市场，

“储蓄搬家”将给股市带来更多增量资金。

跷跷板效应再现

指数型上涨料延续

在指数大涨背后，A股昨日 “跷跷板” 效

应也十分明显。昨日中小板与创业板走势明显

弱于主板市场，创业板盘中更是两度翻绿。 由

于昨日大幅上涨的均为盘子较大的个股、板

块，呈现蓝筹股“单轮驱动” 特征，因此有不少

投资者对于“赚指数不赚钱” 现象的担忧情绪

再度升温。 市场人士指出，后市大盘延续指数

型上涨的概率较大， 但从本次行情特征来看，

非权重股在权重股休整间歇或有所表现，投资

者应注意调整持仓结构， 以获取板块轮动收

益，此外，指数类基金也值得关注。

“后市大盘还会继续延续这种指数型上涨

的态势。 ”刘光恒告诉记者，“从近几个月A股

市场上涨时的表现来看， 有几个主要特点：一

是台阶式调整与上涨， 即每上涨100点左右就

会在整数关附近进行平台震荡调整，一旦调整

结束便再度上涨，拉升出一根旗杆来，然后再

进入震荡调整； 二是每当新股上市消息公布

时，大盘就进入调整，而当新股发行期间，大盘

再度强势上涨，以轧空申购资金；三是板块轮

动非常明显，市场风格也明显发生变化。 由于

目前市场资金面宽裕，特别是在沪港通的开启

前后，市场风格也有所变化，一些大盘蓝筹股

的股性也被激活，大象起舞成为了‘新常态’ ，

结构性行情已经出现延伸扩大。 ”

对于大盘股的表现，刘云峰表示，“近期盘

面上蓝筹股表现更优，有多方面原因，如蓝筹

股估值更低、受益降息更明显、‘注册制’ 推进

压制题材股表现、中小盘股累计上行幅度较大

有相应的调整要求以及市场资金充裕具备炒

作大盘股的条件等。 但由于权重股盘子较大，

炒作需要的资金量也较大，所以一般很少出现

连续拉升，历史较为明显的蓝筹股一枝独秀行

情仅发生在2007年5000点冲6000点时以及

2010年10月份，当时对于蓝筹的普遍认知比较

统一。 但当下，权重股内部仍存在一定的分化，

而且所炒作的内容， 也非权重股所能独揽，所

以未来不会是仅权重股单独拉升，非权重股至

少会在权重股休整的间歇有所表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