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市情绪亢奋 各路资金进场抢筹

本报记者 张莉 马庆圆 实习记者 周文静

昨日，A股市场再现“板块普涨、百股涨停”的火热局面，大盘指数连续冲高，实现九连阳，两市成交量再次刷新纪录。 同时，有投资者称：“券商交易软件出现了报单无法成交、同时也无法撤单的现象。 ”市场人士认为，早盘投资热情过于活跃，可能造成部分券商的交易系统难以承压。

由于投资者对A股上涨行情普遍乐观，市场情绪呈现集体亢奋状态，资金蜂拥入场的局面异常火爆。 除了券商营业部两融业务办理热度升温外，公募基金仓位也因大盘上涨而不断攀升，不少私募产品也被抢购一空，甚至有明星私募选择通过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平台销售产品，进而引发抢购热潮。 此外，对接股市的银行理财、伞形信托、民间配资产品等多渠道资金也出现了令人咂舌的加速进场。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大类资产从其他市场转向A股市场的“资金搬家”局面并未改变。 近期市场连续上攻，形成一波强劲上涨趋势，令“赚钱效应”日益凸显，预计场外资金仍会保持持续流入状态。 不过，暴涨的资金规模也令不少机构产生担忧。 有第三方配资平台表示，由于当前民间配资需求火爆，短期配资规模凶猛令平台系统级风控承受较大压力，短期内可能考虑收缩配资规模以防范市场出现大幅调整。

营业部开户爆棚 交易现“堵单”故障

3月23日，素有“天下第一营业部”之称的深圳泰然九路营业部“人满为患” 。

“这边可以自助手机开户，不用排队；如选择柜台业务，请前台拿号。 ”一进入国信证券泰然九路营业厅，就有数名工作人员在门口对前来开户和咨询的客户进行服务；服务前台，二十多名投资者在排队拿号；等待席上，坐满了排号的投资者，已经没有空位；9个业务柜台上，工作人员忙着为客户办理业务。

在互联网证券飞速发展的今天，证券开户已经可以网上完成。 在国信泰然九路营业部，一位工作人员经过扫描身份证、银行卡、填写个人信息、视频认证、确认等相关流程，十分钟后，刚入市的投资者就拥有了个人股票账户。 事实上，网上开户、现场手机开户已成为业界“主流” 。

平安证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大力拓展互联网证券，效果明显。 在“万二”佣金的吸引下，平安证券开户人数大增，在部分时段，开户手机视频认证都需要排队等待。 目前，平安证券80%的新开账户是通过手机APP进行，另有10%是网上开户，互联网开户占比已经超过90%。

“叫号已经不稀奇了，现在排队是常态；开户业务可以手机进行，但两融等创新业务还需要来柜台办理。 ”国信证券泰然九路工作人员介绍，A股市场持续火热，让投资者对股市充满期待，开户、两融、开通创业板业务等，营业部每天的情况都可以用“火爆”来概括。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多家深圳地区营业部发现，“排队”已经成了诸多营业部的“新常态” 。 在来营业部办理业务的投资者中，开设创新业务的资深股民，成为其中的“主力军” 。

“股市天天上涨，周边的朋友很多人也在‘炫耀’他们的投资成果。 我忘记了交易密码，这次来是来重置一下，顺便了解下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投资者刘小姐是一位拥有十年投资经历的“老股民” ，经历了上轮牛熊转换的她近几年主要将资金配置到了信托和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但如今的行情再次将她吸引回股票市场。 “国内股市‘牛短熊长’ ，我认为牛市行情已经基本确认，现在投资股市的收益应强于投资固定收益类产品。 如果有好的标的，我也可能尝试下融资融券交易。 ”

值得注意的是，交易火热也在考验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上万亿元的日成交量，让部分券商“堵单”状况屡见不鲜。 3月23日，某大型证券公司传出系统繁忙、无法登陆等系统故障的消息。 市场人士指出，牛市行情带来的巨额交易量给券商的交易系统带来压力；同时，投资者交易方式的变化也是证券公司交易系统的压力来源之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通过手机APP等移动终端进行交易。 深圳某大型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自从牛市中多家竞争对手出现“堵单”之后，稳定、高效的交易系统也成为其所在券商吸引客户的“利器” 。

基金被迫加仓 私募产品申购火爆

“现在市场情绪乐观，产品申购的需求不断加入，造成原先基金产品的投资仓位已经达到目标水平。 但由于这些新的申购需求，稀释了原有基金产品的仓位水平，令仓位目标达不到要求，这也使得我们在做配置时，顺着市场需求不断加仓。 ”深圳某大型基金旗下的基金经理表示，基金产品“被迫加仓”的情况非常普遍，新的基金产品也需要加快配置节奏进行快速加仓。 同时，市场出现源源不断的资金要求申购产品，很多规模达到数十亿的基金产品都出现了“被秒杀”的抢购状况。

业内普遍认为，由于市场交易规模不断创造新高，公募基金的“仓位”也有望随大盘持续攀升。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仓位测算数据显示，上周偏股方向基金上周仓位继续上升，可比主动股票基金加权平均仓位为90.35%，相比前周上升0.76个百分点；偏股混合型基金加权平均仓位为85.90%，相比前周上升0.82个百分点；配置混合型基金加权平均仓位74.57%，相比前周上升0.76个百分点。

实际上，除公募基金产品获热捧外，近期私募产品的销售也完全可以用“火爆”来形容。

“在3月10日开始发行的新产品，首发当天一个小时即认购8000万元，首发次日，产品200个名额很快被一抢而空。 ”据深圳清水源投资公司市场总监易智介绍，由于今年明星产品的上涨幅度已经接近46%，后续新产品的关注度非常高，新产品发出不久就售罄。 “下一步我们计划和券商、证券公司合作发行，加快产品推出节奏，来满足猛增的认购需求。 ”

不少“奔私”的明星投资大佬们则开始尝试在第三方平台募集资金，旗下私募产品申购需求同样十分旺盛。 金斧子财富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有不少明星基金经理选择“奔私” ，并选择与互联网金融公司合作共同推出私募产品，产品市热度非常高。 “去年12月，‘公募一姐’王茹远的产品在平台上募集，因为市场行情持续上涨，三个月的投资期已经实现了20%的分红，这种收益明显吸引了很多高净值客户的加入。 ”据上述负责人透露，尽管上述明星私募在平台上募集的产品已进入封闭期，还是有客户不断咨询、提出购买该产品。 但由于该产品已达到规模管理上限，目前并没有开放。

安信证券策略分析师赵扬认为，目前来看，股市资金面的中长期趋势仍然向好。 尽管此前对于股市杠杆的监管有所收紧，但市场上的融资、配资需求难以抑制，相关业务模式不断创新发展，将驱动资金不断进入市场。 “创新周期下的社会资产再配置逻辑并未打破，市场趋势性上行动力依然存在，诸如金融混业、债务置换、国企改革、传统产业转型等积极因素正在累积，这也是二季度以及后续行情的重要推动力。 ”

理财产品大卖 配资凶猛风控存隐忧

从去年年底开始，在牛市的带动下，出现了一波挂钩股市的结构性产品发行高潮。 益普财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3月份在售结构性理财产品共149款，其中挂钩股票、股票指数类的产品49款，占所有结构性理财产品的近35%。 其中，发行挂钩股票市场的产品主要集中于汇丰银行、法兴银行等一些外资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等银行也有部分相关产品。 “可以预见在股市依旧走好的一段时间内，结构性产品中挂钩股票以及指数类的产品将保持较高的发行比例。 ”普益财富研究员陈晨表示。

来自伞形信托的资金加速入场趋势也非常凶猛。 “现在已经帮人撑了把5个亿的‘大伞’ ，资金成本大概在7%左右，然后切成300万元、500万元的小伞给客户，杠杆基本在1:3至1:5之间。 ”专门为客户提供伞形信托产品服务的潮州人小于表示，最近客户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这种伞形信托的规模也日益放大，仓位的额度限制也在不断提高。 而据深圳某大型券商部门负责人张先生透露，春节前，某客户设计的伞形信托曾被一家银行拒绝，但春节过后，另一家银行已表态愿意合作。 “那位客户做的伞形信托结构是2000万元劣后级资金和2000万元夹层级资金，然后通过伞形融资8000万元做优先级资金，总体规模达到1.2亿元，杠杆基本达到1:4。 ”

“尽管市场震荡频繁，但大类资产向股市转移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东方平昇研究总监尹国红分析，降息之后，通过各类渠道将理财资金输出，成为部分银行的强烈需求。 相比地产、黄金等资产类别，投入股市的获利空间更大，这种需求很难遏制。 “最近很多客户把做好的结构化产品交给我们运作，实际上这部分资金大多含有3倍左右杠杆。 ”

不过，暴涨的资金规模也令不少机构有些担忧。 “最近十天，我们处理的配资业务已经超过此前一个月的规模，这种资金大量入市的场景实属罕见。 ”深圳某第三方配资平台相关人士透露，由于当前民间配资需求火爆，短期配资规模凶猛令平台系统级风控承受较大压力，为防止配资风险集中爆发，短期内可能考虑收缩配资规模、缩小杠杆，以防范市场出现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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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净流入持续增加

□本报记者 倪铭娅

3月以来，资金持续入场，并呈现

扩大之势。 中国投保基金数据显示，3

月前两周证券保证金累计净流入9510

亿元。

3月2日至6日， 证券市场保证金净

流入1323亿元，期末数为1.24万亿元。其

中， 证券交易结算资金银证转账增加额

为4941亿元，减少额为3618亿元，其中3

月2日净转入568.6亿元。

3月9日至13日，证券市场保证金净

流入8187亿元， 创2012年4月有统计以

来新高。其中，证券交易结算资金转账增

加额为1.21万亿元，减少额为3960亿元，

证券市场保证金净流入8187亿元，期末

数为1.78万亿元。

进入3月， 大盘一路势如破竹，不

断刷新历史高位， 趋势上行带来增量

资金持续入市。 分析人士表示，增量资

金入市是近期市场大涨的主要推动

力。 3月两会召开引发市场向好预期，

股市赚钱效应突出， 吸引了场外资金

不断涌入。 另外，打新收益不减，吸引

不少流动资金在股市沉淀。 随着增量

资金涌入，市场热点全面开花，权重股

与题材股竞相争艳。

齐鲁证券认为，3月新增A股开户数

和新增基金开户数都大幅度增长。 从市

场情绪面逐渐转好的信号来看， 随着市

场趋势性上涨， 市场成交量会进一步放

大， 跟随趋势入场的新增资金将成为A

股上涨助力器。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资金对股

市的风险偏好在提高。 国泰君安报告

认为，去年二季度以来，无风险利率下

降提供了牛市的催化剂， 改革唤醒了

A股。

民生证券报告表示， 基础货币仍存

缺口。 降息后货币市场利率不降反升，证

明流动性缺口依然存在。 短端利率不降，

央行货币宽松效果大打折扣， 有价还需

有量， 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宽松货币措施

出台。

理财产品大卖 配资风控存隐忧

从去年年底开始，在牛市的带动下，出现了

一波挂钩股市的结构性产品发行高潮。益普财富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3月份在售结构性理财产品

共149款，其中挂钩股票、股票指数类的产品49

款，占所有结构性理财产品的近35%。 其中，发行

挂钩股票市场的产品主要集中于汇丰银行、法兴

银行等一些外资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广发

银行等银行也有部分相关产品。“可以预见在股

市依旧走好的一段时间内，结构性产品中挂钩股

票以及指数类的产品将保持较高的发行比例。 ”

普益财富研究员陈晨表示。

来自伞形信托的资金加速入场趋势也非

常凶猛。 “现在已经帮人撑了把5个亿的 ‘大

伞’ ，资金成本大概在7%左右，然后切成300万

元、500万元的小伞给客户， 杠杆基本在1:3至

1:5之间。 ” 专门为客户提供伞形信托产品服

务的潮州人小于表示，最近客户的需求越来越

旺盛，这种伞形信托的规模也日益放大，仓位

的额度限制也在不断提高。 而据深圳某大型券

商部门负责人张先生透露，春节前，某客户设

计的伞形信托曾被一家银行拒绝， 但春节过

后，另一家银行已表态愿意合作。“那位客户做

的伞形信托结构是 2000万元劣后级资金和

2000万元夹层级资金，然后通过伞形融资8000

万元做优先级资金，总体规模达到1. 2亿元，杠

杆基本达到1:4。 ”

“尽管市场震荡频繁，但大类资产向股市转

移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 东方平昇研

究总监尹国红分析，降息之后，通过各类渠道将

理财资金输出，成为部分银行的强烈需求。 相比

地产、黄金等资产类别，投入股市的获利空间更

大，这种需求很难遏制。 “最近很多客户把做好

的结构化产品交给我们运作，实际上这部分资金

大多含有3倍左右杠杆。 ”

不过，暴涨的资金规模也令不少机构有些担

忧。 “最近十天，我们处理的配资业务已经超过

此前一个月的规模，这种资金大量入市的场景实

属罕见。 ” 深圳某第三方配资平台相关人士透

露，由于当前民间配资需求火爆，短期配资规模

猛增令平台系统级风控承受较大压力，为防止配

资风险集中爆发， 短期内可能考虑收缩配资规

模、缩小杠杆，以防范市场出现大幅调整。

股市预期乐观 资金蜂拥入场

□本报记者 张莉 马庆圆 实习记者 周文静

“一体两翼”推升A股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纵观2014年下半年启动的新一轮

牛市，流动性宽松带来的增量资金积极

入市是股指迭创阶段新高的主要动力

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与之前牛市之路相

区别，此轮牛市的根基在于改革持续释

放红利。 在资金表现方式上，此轮牛市

也呈现出清晰的“一体两翼” 结构，即

以深化改革激发的资本价值投资为

“体” ，以股市、基金市场新增开户数激

增，以及两融资金加杠杆为两“翼” 。 正

是受惠于“一体两翼” 的结构，A股在3

月以来重启第二轮主升浪，助推沪综指

站稳3600点。

两融余额直逼1.4万亿

两融资金一直以来都是A股市场的

活跃力量。 虽然出于规范市场、防范投

资风险目的，证监会曾对券商两融业务

展开整顿，一度令两融余额增速有所放

缓，但羊年春节过后，两融余额增速重

新走上“高速路” 。

截至上周五收盘，两融余额累计达

到1.38万亿元， 为今年2月17日以来连

续第十九个新高， 也是两融历史之最。

当天融资买入额也创出新高， 达到

1963.92亿元“天量” 。 事实上，仅观察3

月11日大盘九连阳以来两融行情，单日

融资买入额上演 “新高秀” 也并非罕

见。 3月16日、3月17日、3月18日和3月

20日， 市场融资买入额分别以1453.06

亿 元 、1799.47 亿 元 、1846.87 亿 元 、

1963.92亿元屡创新高。 从增速上来看，

与去年第一轮牛市时极为相似；从金额

上看，每日融资买入额更胜一筹。 而同

期沪综指累计上涨401.66点，阶段涨幅

高达12.22%。 仅从两融走势判断，此轮

融资资金托起的牛市第二轮，其行情大

概率胜过之前。

在两融资金布局上，以非银金融、银

行、房地产为代表的周期性板块，和以传

媒、医药生物、计算机为代表的新兴成长

领域是资金重点布局对象。 横向比较，3

月11日至20日，申万非银金融、银行、计

算 机 板 块 分 别 获 得 1769.39 亿 元 、

1075.60亿元、745.57亿元和626.40亿元

融资买入。

入场资金沉淀意愿增强

作为当前流动性“两翼” 的另一极，

近期券商和基金营业部开户爆棚现象频

频见于媒体报道， 这些新的投资人在带

来市场新玩法的同时， 也为市场引入了

更多的资金活水。 这使得A股盘面呈现

出不同以往的全新特征， 而这恰恰是A

股改革牛的独特魅力所在。

从资金进出来看，一周来申万非银

金融、机械设备、计算机、化工、建筑装

饰、银行、医药生物板块是资金青睐度

最为靠前的板块，区间成交额分别达到

6608.70亿元、3602.08亿元、3512.90亿

元、3021.19亿元、2965.04亿元、2918.90

亿元和2802.66亿元。 其中， 既包括金

融、地产类权重蓝筹行业，也涵盖计算

机、医药生物等成长型“朝阳” 行业。 业

内人士认为，这反映出新开户投资者意

在布局改革风口下的中长线投资机会，

而非2007年般侧重短期炒作。 因此，增

量资金入场的持续性和沉淀欲望更为

强烈。

与指数新高相呼应， 近期资金净流

入家数和净流出家数表现出此消彼长的

跷跷板效应。 据WIND数据，3月19日以

来两市单日出现资金净流出的股票数量

从1580只下滑至昨日1472只，净流出金

额也从305.95亿元锐减至223.62亿元；

相反获得资金净流入的股票数量从每日

767只攀升至871只。 在中小板和创业板

上， 同期这一资金进出趋势也体现得更

明确。

业内人士认为， 在深化改革释放经

济活力的背景下， 借助“一体两翼”模

式，增量流动性与改革红利交映生辉，后

市“慢牛” 行情仍可期待。

今年以来证券保证金变动情况（亿元）

数据来源：投保基金 制表：倪铭娅

昨日，

A

股市场再现“板块普涨、百股涨停”的火热局面。 大盘连续冲高，实现九连阳，两市成交量再次刷新纪录。 同时，有

投资者称：“券商交易软件出现了报单无法成交、同时也无法撤单的现象。 ”市场人士认为，早盘投资热情过于火爆，可能造成

部分券商的交易系统难以承压。

由于投资者对

A

股上涨行情普遍乐观，市场情绪高涨，资金蜂拥入场。 除了券商营业部两融业务办理热度升温

外，公募基金仓位也因大盘上涨而不断攀升，不少私募产品被抢购一空，甚至有明星私募选择通过第三方互联网金

融平台销售产品，进而引发抢购热潮。 此外，对接股市的银行理财、伞形信托、民间配资产品等多渠道资金也出现加

速进场现象。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大类资产从其他市场转向

A

股市场的“资金搬家”局面并未改变。 近期市场连续上攻，形成一波强劲

上涨趋势，“赚钱效应”日益凸显，预计场外资金仍会保持持续流入状态。不过，暴涨的资金规模也令不少机构产生担忧。有第

三方配资平台表示，由于当前民间配资需求火爆，短期配资规模大增令平台系统级风控承受较大压力，短期内可能考虑收缩

配资规模以防范市场出现大幅调整。

营业部开户爆棚 交易现“堵单”故障

3月23日，素有“天下第一营业部” 之称的深

圳泰然九路营业部“人满为患” 。

“这边可以自助手机开户，不用排队；如选

择柜台业务，请前台拿号。 ” 一进入国信证券泰

然九路营业厅，就有数名工作人员在门口对前来

开户和咨询的客户进行服务；服务前台，二十多

名投资者在排队拿号；等待席上，坐满了排号的

投资者，已经没有空位；9个业务柜台上，工作人

员忙着为客户办理业务。

在互联网证券飞速发展的今天，证券开户已

经可以网上完成。 在国信泰然九路营业部，一位

工作人员经过扫描身份证、银行卡、填写个人信

息、视频认证、确认等相关流程，十分钟后，刚入

市的投资者就拥有了个人股票账户。 事实上，网

上开户、现场手机开户已成为业界“主流” 。

平安证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大力拓展互

联网证券，效果明显。 在“万二” 佣金的吸引下，

平安证券开户人数大增，在部分时段，开户手机

视频认证都需要排队等待。 目前，平安证券80%

的新开账户是通过手机APP进行，另有10%是网

上开户，互联网开户占比已经超过90%。

“叫号已经不稀奇了， 现在排队是常态；开

户业务可以手机进行，但两融等创新业务还需要

来柜台办理。 ” 国信证券泰然九路工作人员介

绍，A股市场持续火热， 让投资者对股市充满期

待，开户、两融、开通创业板业务等，营业部每天

的情况都可以用“火爆”来概括。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多家深圳地区营业部

发现，“排队” 已经成了诸多营业部的 “新常

态” 。 在来营业部办理业务的投资者中，开设创

新业务的资深股民，成为其中的“主力军” 。

“股市天天上涨， 周边的朋友很多人也在

‘炫耀’他们的投资成果。我忘记了交易密码，这

次是来重置一下，顺便了解下融资融券业务的情

况。 ” 投资者刘小姐是一位拥有十年投资经历的

“老股民” ， 经历了上轮牛熊转换的她近几年主

要将资金配置到了信托和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

品， 但如今的行情再次将她吸引回股票市场。

“国内股市‘牛短熊长’ ，我认为牛市行情已经

基本确认，现在投资股市的收益应强于投资固定

收益类产品。 如果有好的标的，我也可能尝试下

融资融券交易。 ”

值得注意的是，交易火热也在考验证券公司

交易系统， 上万亿元的日成交量， 让部分券商

“堵单”状况屡见不鲜。 3月23日，某大型证券公

司传出系统繁忙、 无法登陆等系统故障的消息。

市场人士指出，牛市行情带来的巨额交易量给券

商的交易系统带来压力；同时，投资者交易方式

的变化也是证券公司交易系统的压力来源之一，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通过手机APP等移动终

端进行交易。深圳某大型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向记

者介绍，自从牛市中多家竞争对手出现“堵单”

之后，稳定、高效的交易系统也成为其所在券商

吸引客户的“利器” 。

公募基金加仓 私募销售火爆

“现在市场情绪乐观，产品申购的需求不断

加入， 造成原先基金产品的投资仓位已经达到

目标水平。 但由于这些新的申购需求，稀释了原

有基金产品的仓位水平， 令仓位目标达不到要

求，这也使得我们在做配置时，顺着市场需求不

断加仓。 ” 深圳某大型基金旗下的基金经理表

示，基金产品“被迫加仓” 的情况非常普遍，新

的基金产品也需要加快配置节奏进行快速加

仓。 同时，市场出现源源不断的资金要求申购产

品， 很多规模达到数十亿的基金产品都出现了

“被秒杀” 的抢购状况。

业内普遍认为， 由于市场交易规模不断创造

新高，公募基金的“仓位” 也有望随大盘持续攀

升。德圣基金研究中心仓位测算数据显示，上周偏

股方向基金仓位继续上升， 可比主动股票基金加

权平均仓位为90.35%， 相比前周上升0.76个百分

点； 偏股混合型基金加权平均仓位为85.90%，相

比前周上升0.82个百分点； 配置混合型基金加权

平均仓位74.57%，相比前周上升0.76个百分点。

实际上，除公募基金产品获热捧外，近期私

募产品的销售也完全可以用“火爆” 来形容。

“在3月10日开始发行的新产品， 首发当天

一个小时即认购8000万元，首发次日，产品200

个名额很快被一抢而空。 ”据深圳清水源投资公

司市场总监易智介绍，由于今年明星产品的上涨

幅度已经接近46%， 后续新产品的关注度非常

高，新产品发出不久就售罄。 “下一步我们计划

和券商、证券公司合作发行，加快产品推出节奏，

来满足猛增的认购需求。 ”

不少“奔私” 的明星投资大佬们则开始尝试

在第三方平台募集资金，旗下私募产品申购需求

同样十分旺盛。金斧子财富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已有不少明星基金经理选择“奔私” ，

并选择与互联网金融公司合作共同推出私募产

品， 产品市热度非常高。 “去年12月，‘公募一

姐’ 王茹远的产品在平台上募集，因为市场行情

持续上涨，三个月的投资期已经实现了20%的分

红， 这种收益明显吸引了很多高净值客户的加

入。 ” 据上述负责人透露，尽管上述明星私募在

平台上募集的产品已进入封闭期，还是有客户不

断咨询、提出购买该产品。 但由于该产品已达到

规模管理上限，目前并没有开放。

安信证券策略分析师赵扬认为， 目前来看，

股市资金面的中长期趋势仍然向好。尽管此前对

于股市杠杆的监管有所收紧， 但市场上的融资、

配资需求难以抑制， 相关业务模式不断创新发

展，将驱动资金不断进入市场。 “创新周期下的

社会资产再配置逻辑并未打破，市场趋势性上行

动力依然存在，诸如金融混业、债务置换、国企改

革、传统产业转型等积极因素正在累积，这也是

二季度以及后续行情的重要推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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