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化油服逆市场“五连阳”

近期市场连续向下调整，除少数次新股和复牌股外，绝大多数个股都受到波及，但近5个交易日来，石化油服持续上涨，其中有3个交易日更强势涨停，成为同期市场中的佼佼者。 至昨日收盘时，石化油服每股报12.82元，创出该股历史最高价（前复权）。

石化油服昨日跳空高开，开盘价格为11.90元，早盘小幅震荡后直线拉升，上午9点45分左右即触及涨停，此后直至收盘中途再未打开，完全不受盘中大盘下探3875点影响。 成交方面，虽然该股昨日实际交易时间较短，但全天成交额却达到13.31亿元，显示买盘力量汹涌，投资者看多预期强烈。

wind数据显示，在上周五获得8060.15亿元资金净流入的情况下，昨日石化油服再度获得1.52亿元融资净流入，超过该股昨日成交额10%，资金预期进一步偏向积极。 需要注意的是，昨日市场有消息称，我国油气改革的初步方案有望在7月份出台并征求意见，这对A股油气行业相关标的形成提振。 分析人士认为，鉴于该股备受资金青睐，后市有望上演“强者恒强”戏码。 （叶涛）

信息发展遭部分机构派发

作为6月上市的次新股，信息发展迄今累计录得12个涨停板板，昨日盘中沪综指大幅下探，部分机构投资者针对该股趁机派发，锁定利润同时规避风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发展昨日仍“一”字涨停，至收盘时每股报41.67元。 从成交额来看，昨日该股全天累计成交1876万元，环比前一日交易日389万元放量明显。

交易所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卖出信息发展金额最大的五家席位全部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大致分布在24.98万元-27.49万元之间；与之相对，昨日买入该股金额最大的席位中有四家席位为营业部席位，其中湘财证券南京汉中营业部以967.16万元位居榜首，湘财证券郴州青年大道营业部、湘财证券武汉友谊大道营业部分别以517.12万元和2.35万元分列第二和第五位。 （叶涛）

深华发A连续四个交易日连涨停

本报记者 张怡

近期，A股市场步入深幅调整中，但深华发A却逆市逞强，短暂休整之后实现连续四个涨停板，昨日股价收于29.55元，创出历史新高。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深华发A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前三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分别为6036.84万元、5273.52万元和3000.22万元；后两名分别为国泰君安郑州黄河路营业部和湘财证券上海陆家嘴营业部，买入金额均未超过2000万元，且买入的同时均有不同程度的卖出。 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第二名也是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为1843.37万元，其余四个均为券商营业部。

从走势上来看，自6月以来，深华发A就提早于大市步入了调整之中，随后再市场整体下跌时跌幅加深，不过调整幅度远小于市场整体，自6月24日以来，股价更是充实强势实现四连涨停。 昨日股价小幅高开之后先快速上攻，随后跟随指数跳水翻绿，不过很快就反弹翻红，维系震荡横盘格局，午后资金发力将股价推升至了涨停板。

短期来看，公司股价的逆市大涨凸显出做多力量的强势，不过在市场整体风险较大的情况下，投资者仍需对强势股保持一定的谨慎，控制仓位灵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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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板成指创

两月最大单日跌幅

□本报记者 王威

新三板延续近期以来的低迷表现。 昨日新三板

共成交7.65亿元， 其中协议转让股合计成交2.60亿

元，下滑至近期相对低位，而做市转让股成交有所回

升，合计成交5.06亿元。

与交投情况相反，昨日三板做市指数表现十分

低迷，三板成指跌幅则相对较小。 昨日三板做市指

数以1688.50点开盘后，一路下挫至1点半左右企稳

横盘，一度跌逾4%下探1616.26点，收盘前跌幅小

幅收窄，报1627.73点，下跌3.61%，单日跌幅创4月

29日以来的新高； 三板成指昨日则续跌1.85%至

1614.26点。

昨日发生交易的561只新三板股票中，建装业、

联讯证券、融信租赁、金达莱、中科招商和圣泉集团

的成交额超过了2000万元， 另有9只股票的成交额

在1千万元以上。 昨日新三板共有148只上涨，364只

下跌。 涨幅超过50%的股票有16只，其中佰蒂生物、

世富环保、同信通信、华夏未来和森达电气均刚由协

议转让转为做市转让，其余则均为协议转让股，维克

液压以67900%的涨幅位居榜首。

沪港通双向均现净卖出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沪港两市均进一步下跌，沪港通双向均

遭遇净卖出，但沪股通仍无卖空操作。 交易所数据

显示，昨日沪股通余额为143.33亿元，比当日的额

度130亿元多出了13.33亿元，可见沪股通资金卖盘

多于买盘；港股通方面也呈现出净卖出格局，当日

余额为107.69亿元， 比当日的额度105亿元多出了

2.69亿元。

行情上来看，在经历了连续两周的回调之后，昨

日，上证综指不仅未能如期反弹，而且再度下跌了超

过百点至4053.03点，跌幅为3.34%，其在盘中一度

跌破了3900点。 恒生指数也全日低迷，最终下跌了

2.61%至25966.98点。 不过由于部分大盘股昨日相

对强势， 恒生AH股溢价指数昨日上涨了3.50%至

128.89点。

沪港通标的股方面也是涨少跌多，其中沪股通

标的中仅有72家上涨，42家平盘， 而有多达455家

下跌； 港股通标的中仅有15家上涨，14家平盘，而

多达257家下跌。 其中，沪股通中有石化油服、中国

国航和首开股份在内的8只个股涨停， 而275只个

股的跌幅超过了9%； 港股通中华电国际电力股份

涨幅最大， 仅上涨了4 .52% ， 而复星国际下跌了

10 .73%。

银行股逆市独涨

□本报记者 王威

昨日市场高开低走，延续调整走势，市场普跌特

征明显。但银行板块全日始终发力支撑市场，最终成

为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唯一报收红盘的板块。

昨日申万银行指数上涨0.87%， 报3471.79点，

在市场普跌的背景下逆势领涨。 昨日16个成分股共

有12个上涨，其中南京银行、宁波银行、民生银行和

建设银行的涨幅相对较大， 分别为7.70%、3.80%、

3.63%和2.16%，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的

涨幅也超过了1%；而下跌的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和

北京银行跌幅也在1.60%以内， 相对整体市场来说

表现相对抗跌。

近期以来，银行股持续呈现逆势活跃态势，盘

中频繁担任“护盘侠” ，除了前期涨幅较小、估值

相对较低、补涨意愿浓厚以外，改革及经济企稳预

期也对银行板块的走势提供了支撑。 平安证券表

示， 上周央行对逆回购重启、 加量扩期续作MLF

及周末超预期将准降息体现了央行维持宽松货币

环境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决心， 经济预期进一

步改善为银行板块估值提供支撑， 前期急跌之后

对均衡化配置的需求惠玲银行相对收益明显，改

革及转型红利的释放将进一步提振银行股业绩和

估值。

沪综指险守4000点 创业板指失守2700点

震局难破 反抽可期

□

本报记者 李波

央行“双降”未能显著扭转市场预期，昨日

大盘高开后快速下行，一度跌破3900点，午后

在银行等权重股带动下重返4000点；创业板指

数大跌近8%，题材股再现跌停潮。 分析人士指

出，持续调整后短期技术性反抽可期，但由于信

心回落和预期生变，弱势格局难以快速反转，市

场将步入较长一段时间的震荡休整期。 鉴于风

险偏好回落，短期风格天平将向蓝筹，低估值蓝

筹、中报绩优、国企改革等安全边际较高的品种

有望相对抗跌。业内人士建议短期多看少动，不

盲目杀跌，静待市场情绪修复，短期搏反弹应精

选近期超跌、抗跌的强势品种，快进快出。

巨震延续 沪指险守4000点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高开， 但随后快速杀

跌， 沪指盘中一度跌破3900点整数关口；午

后沪综指在下探3875.05点刺穿半年线后展

开反弹，重返4000点上方。 创业板指数继续

大幅下挫，失守2700点整数关口。

截至昨日收盘，沪综指报4053.03点，下跌

139.84点， 跌幅为3.34%； 深成指报13566.27

点，下跌832.52点，跌幅为5.78%；中小板指报

8690.82点，跌幅为6.61%；创业板指报2689.76

点，跌幅为7.91%。 昨日两市分别成交9042.71

亿元和6311.93亿元，双双环比放大。

行业方面，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银行指

数一枝独红，收涨0.87%，昨日盘中一度拉升

护盘；下跌指数中，食品饮料和交通运输指数

跌幅相对较小，在2%以下，国防军工、商业贸

易、 通信、 计算机指数领跌， 跌幅分别为

8.42%、8.21%和8.13%。

概念方面，沪股通50、大央企重组指数

跌幅最小，分别下跌0.91%和1.98%；芯片国

产化、充电桩、第三方支付、智能交通、智能电

网、航母指数跌幅超过9%。

个股普跌格局延续，昨日两市约1500只

个股跌停， 包括6只新股在内的超过40只股

票逆势涨停。

周末央行降准降息并未改变市场探底走

势， 折射出当前谨慎情绪空前， 做多信心匮

乏。 不过昨日午后银行等权重股崛起带动指

数重返4000点，部分“中字头” 和国企改革概

念股表现抗跌， 释放出一定抄底资金进场信

号。 业内人士分析，连续大跌后，“杠杆杀” 开

始渐入尾声，但由于大跌挫伤市场信心，元气

难以快速恢复， 因此当前仍处风险释放和情

绪修复期，短线反弹可期，但弱势格局难改。

反弹可期 弱势难改

近三个交易日沪综指累计下跌13.58%，

自 5178 点 高 点 以 来 的 调 整 幅 度 达 到

20.86%， 创业板指数自4037.96高点更是累

计大跌31.79%。 目前大盘已经接近理论上

25%的中级调整幅度，一定程度上反映跌势

最凌厉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技术上牛熊

分界———半年线和4000点整数关口将形成

一定支撑，短线有望企稳和展开反抽。

不过，由于A股追涨杀跌的“羊群效应”

突出， 因此不论上涨还是调整都容易 “过

度” ，在前期持续上行忽略一切压力后，短期

不排除惯性下行的可能。 从昨日对利好视若

不见的走势来看，当前市场情绪极为悲观，需

要平复之后才能助推市场企稳。另外，主流题

材在经过前期炒作后， 面临边际效应递减和

做多信心动摇的双重压力， 这也将引发减仓

压力和制约反弹高度。

当前主流机构普遍认为短线反弹可期，

但中期弱势难改。长城证券指出，本轮调整是

去杠杆引发的一场“硬着陆” ，短期超跌后随

着政策利好的释放，近期将迎来一波反弹，考

虑到反弹后投资者可能由于对未来政策方向

的判断存在分歧，市场仍有较大的减仓压力，

短期一波三折，震荡向上的概率较大。

中银国际认为，短线有望报复性反弹，但

在中期市场资金面逻辑明显改变背景下，未

来数月市场将延续调整格局。

兴业证券认为，立足于短期博弈角度，每

次急跌暴跌市场恐慌之后都会出现反弹，但

“大尖顶” 调整之后，市场较长一段时间将呈

现指数箱体震荡，个股行情分化，牛市将步入

第二阶段“盘整市” 。

业内人士建议，短期操作上宜多看少动，

静待情绪修复，不盲目杀跌。 品种上，风险偏

好下降和降准降息令市场风格偏向蓝筹股，

特别是前期超跌或抗跌的优质品种值得重点

关注， 中报业绩超预期以及国企改革主题仍

有望抵御波动。不过鉴于短期不确定性较大，

抢反弹应小仓位行之，快进快出。

亚投行协定签署 “走出去”概念或反弹

□本报记者 张怡

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

定》（以下简称《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

行， 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

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 由此，中国、印度、俄罗

斯、德国、韩国、澳大利亚成为了亚投行前五大

股东，其中韩国和澳大利亚并列第五。 受此消

息刺激，昨日市场之中部分“一带一路” 相关

概念股逆市走强， 而后期亚投行的快速发展，

也有望再度催生“一带一路” 以及相关“中字

头” 个股的行情演绎。

57国成员出席 亚投行协定签署

昨日， 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

正式签署《协定》，其他尚未通过国内审批程

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见证签署仪式。 根据《协

定》规定，此次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

可在年底前签署。

根据《协定》，亚投行的主要宗旨包括：一

是， 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

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

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二是，与其他多边和双

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

系，应对发展挑战。

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 分为

100万股，每股的票面价值为10万美元。 初始

法定股本分为实缴股本和待缴股本。实缴股本

的票面总价值为200亿美元，待缴股本的票面

总价值为800亿美元。 目前总认缴股本为

981.514亿美元， 原因是个别国家未能足额认

缴按照其GDP占比分配的法定股本。 中方认

缴额为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实缴

59.561亿美元。

多国代表在当日的发言中表示，中国提出

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十分及时和

重要，连同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极

大有助于解决本地区的基础设施瓶颈和资金

制约，加强本地区国家间的贸易联系和互联互

通，特别是帮助基础设施薄弱国家，促进亚洲

的发展。相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成为国

际发展金融机构的重要一部分。

“走出去”概念股蠢蠢欲动

受此消息刺激，昨日市场之中部分相关概

念股率先企稳乃至实现大涨。申万一级行业指

数中，虽然仅有银行一个板块逆市飘红，但交

通运输、采掘、钢铁等板块跌幅相对较小。申万

二级行业指数表现得更为明显， 石油开采、航

空运输分别上涨3.99%和3.84%，采掘服务、铁

路运输板块涨幅也均超过了2%。概念来看，沪

股通50指数表现强势， 昨日仅微跌0.91%，是

所有概念板块中跌幅最小的板块。而其中不少

是“中字头” 个股，更是我国基建和“走出去”

的重要标的。

具体个股来看，中国交建、招商轮船、中国

国航强势涨停。 中国铁建、中国电建等个股虽然

未能强势上涨，但是盘中整体表现也强于大市。

兴业证券指出，中国已经从“靠劳动力挣

钱” 进入“靠资本挣钱” 的阶段。 从日韩经验

来看，中国当前已经具备提升对外直接、组合

投资，进而提升对外资收益率的条件，一带一

路、亚投行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本轮改革

的重头戏之一，是从资产、负债两端提升“资

本运作效率” 的重要载体。

诚然， 在经历长期的盘整之后，“一带一

路” 概念也蛰伏蓄势充分，有望在后市震荡中

表现强势。国金证券指出，随着“一带一路” 计

划和亚投行的推行，国内工程机械行业将在长

期低迷之后走出困境，将长期受益于未来可期

的出口增长， 同时消化国内既有的过剩产能，

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创业板指失守2700点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创业板指数延续调整格局， 大跌

近8%，失守2700点。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 2943 . 50小幅高

开， 之后快速跳水， 小幅反弹后重回跌

势，盘中最低下探至2663 . 44点。 截至昨

日收盘，创业板指数报2689 . 76点，下跌

7 . 91%。

个股再现大面积跌停。 昨日正常交易

的401只创业板股票中，只有22只上涨，其

中信息发展、赛升药业、浙江金科、欣旺达

和神思电子逆市涨停， 强力新材和全通教

育分别上涨8.38%和7.69%； 杭州高新、聚

隆科技、日机密封等12只个股涨停，赢合

科技、 全通教育和强力新材分别上涨

8.61%、4.91%和0.16%；下跌的379只股票

中， 长方照明、 华峰超纤、 通裕重工等近

350只个股跌停。

昨日创业板指数继续大跌， 跌停潮

延续，做空动能进一步宣泄。 由于不确定

性上升，风险偏好下降，谨慎情绪蔓延，

因此前期大幅上涨的高估值创业板股票

成为杀跌重灾区。 分析人士预计，持续大

跌后创业板指数短线有望迎来反抽，但

阶段性弱势难以快速逆转。

央企重组概念相对抗跌

□

本报记者 李波

央企重组概念近期持续抗跌。业内人士指出，随

着政策利好的发布和推进， 央企重组将成为下半年

市场的重要主线。

Wind概念指数昨日全线尽墨，其中，大央企重

组指数下跌1.98%，跌幅相对较小。 成分股中，石化

油服、中国国航、中集集团和海油工程涨停，上海石

化和华能国际分别上涨7.39%和6.79%，中国铝业和

中海油服的涨幅在5%以上。

有消息称，央企“四项改革”试点的具体实施方

案近期将对外公布，参与试点的6家央企已按照“一

企一策” 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制定了集团公司和下

属企业的改革措施。受此刺激，央企重组概念在近期

的调整中相对抗跌。

国泰君安报告认为， 未来央企兼并重组将加

快进行，建材水泥、钢铁、煤炭、航运、船舶制造、军

工行业的央企或因产能过剩、经济发展阶段、产业

生命周期、国家战略等原因，很可能被纳入合并名

单，以期强强联合、参与全球竞争。 安信证券首席

策略分析师徐彪认为， 国企改革相关股票很可能

成为贯穿下半年的投资主线， 相关公司的涨幅甚

至或逼近上半年成长股， 建议关注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与运营公司，以及稀土、电力领域方面的基础

设施与建设。

国恩股份（002768）

海通证券：

26.00-31.20

元

公司主营改性塑料粒子和改性塑料制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本次募集资金将按计划投入

年产28000吨改性塑料项目和年产1400万件高

效低噪空调风叶项目，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

效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品

结构，提高市场份额，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沃施股份（300483）

兴业证券：

19.50-26.00

元

公司是一家以园艺用品的研发、 生产和

销售为主，兼顾园艺设计、工程施工和绿化养

护等业务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主要产品涵盖

手工具类、装饰类、灌溉类和机械类等四大园

艺用品系列，园艺产品销售逐年增长，是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 绿化工程业务开

展时间较短、目前总体规模较小，未来有望进

一步发展。

恒通股份（603223）

招商证券：

38.00-49.50

元

公司传统主业为道路货运业务，主要依托

烟台港龙口港区，为客户提供集港、疏港物流

运输服务；在道路货运业务基础上，公司发展

了LNG业务，包括LNG的运输、批发贸易、加

气站零售经营和LNG的推广应用。 募集资金

主要用于综合物流园、 物流信息化系统和

LNG加气站建设。

天成自控（603085）

西南证券：

16.00

元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车辆座椅的研发、 生产

和销售，主要产品以工程机械座椅、商用车座椅

和农用机械座椅等三大系列为主。 募投项目为

“年产工程机械、商用车、农业机械80万席座椅

项目” 和“研发检测中心改造项目” ，将提高生

产能力和主机配套能力、提升技术研发水平。

金诚信（603979）

安信证券：

27.3

元

-31.85

元

公司是一家集矿山工程建设与采矿运营

管理矿山设计与技术研发等业务一体化的专

业性管理服务企业， 主营业务为采矿运营管

理和矿山工程建设。 公司上市后资金品牌实

力增强，有助于项目承接能力提升，并可通过

外延式扩张，实现业务的快速增长，借助“一

带一路” 战略海外业务有望实现快速增长，同

时切入生态环保、 地质灾害预防等新兴领域

潜力巨大。

科迪乳业（002770）

广发证券：

10.32-11.18

元

公司是豫鲁区域性龙头乳制品企业，销售

区域主要覆盖豫鲁苏皖四省， 收入占比达

96.75%，主要产品为常温灭菌乳、调制乳等20

多种液态乳制品。公司销售费用率低使得净利

率在所有上市公司排第一，盈利能力较强。 公

司形成独特“种、养、加” 结合的产业链模式，

坚持渠道下沉，并将进行产品结构升级，预计

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濮阳惠成（300481）

东北证券：

10.25-12.30

元

公司主要从事顺酐酸酐衍生物等精细化学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在电子元

器件封装、电气设备绝缘、涂料、复合材料等诸

多领域，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产品线最齐全的

顺酐酸酐衍生物生产企业之一。 募集资金用于

1.5万吨/年顺酐酸酐衍生物扩产项目和研发中

心项目，有助于提升研发和技术服务能力，提高

产品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万孚生物（300482）

兴业证券：

96.60-103.50

元

公司专注于快速诊断试剂、快速检测仪器

等POCT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

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胶体金与胶乳标记层析技

术平台等三大平台， 产品线覆盖妊娠检测、传

染病检测、 毒品检测、 慢性病检测等领域，在

POCT领域的技术水平已处于国内领先，计划

新设立4个国际区域营销中心和12家区域营销

中心，优化境内营销网络的管理架构，加大对

自营渠道的建设，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扩大。

东杰智能（300486）

申万宏源：

13.80-16.10

元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智能物流输送系统、智

能物流仓储系统和机械式立体停车系统三大

类，广泛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医药、食品饮

料、电子商务、化工、烟草等多个领域。 募集资

金拟用于年产100台/套工业自动化智能物流

装备扩建项目、 年产50座物流仓储成套设备

扩建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扩大公司生

产能力，增强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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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发展遭部分机构派发

作为6月上市的次新股，信息发展迄今累计

录得12个涨停板板，昨日盘中沪综指大幅下探，

部分机构投资者针对该股趁机派发， 锁定利润

同时规避风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发展昨

日仍“一”字涨停，至收盘时每股报41.67元。 从

成交额来看，昨日该股全天累计成交1876万元，

环比前一日交易日389万元放量明显。

交易所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卖出信

息发展金额最大的五家席位全部为机构专用

席位， 卖出金额大致分布在24.98万元-27.49

万元之间；与之相对，昨日买入该股金额最大

的席位中有四家席位为营业部席位，其中湘财

证券南京汉中营业部以967.16万元位居榜首，

湘财证券郴州青年大道营业部、湘财证券武汉

友谊大道营业部分别以517.12万元和2.35万

元分列第二和第五位。 （叶涛）

石化油服逆市场“五连阳”

近期市场连续向下调整，除少数次新股和

复牌股外，绝大多数个股都受到波及，但近5个

交易日来，石化油服持续上涨，其中有3个交易

日更强势涨停，成为同期市场中的佼佼者。 至

昨日收盘时，石化油服每股报12.82元，创出该

股历史最高价（前复权）。

石化油服昨日跳空高开， 开盘价格为

11.90元，早盘小幅震荡后直线拉升，上午9点

45分左右即触及涨停， 此后直至收盘中途再

未打开，完全不受盘中大盘下探3875点影响。

成交方面， 虽然该股昨日实际交易时间较短，

但全天成交额却达到13.31亿元， 显示买盘力

量汹涌，投资者看多预期强烈。

wind数据显示，在上周五获得8060.15亿

元资金净流入的情况下，昨日石化油服再度获

得1.52亿元融资净流入，超过该股昨日成交额

10%，资金预期进一步偏向积极。 需要注意的

是，昨日市场有消息称，我国油气改革的初步

方案有望在7月份出台并征求意见， 这对A股

油气行业相关标的形成提振。 分析人士认为，

鉴于该股备受资金青睐，后市有望上演“强者

恒强”戏码。 （叶涛）

深华发A连续四个交易日连续涨停

近期，A股市场步入深幅调整中，但深华发

A却逆市逞强， 短暂休整之后实现连续四个涨

停板，昨日股价收于29.55元，创出历史新高。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深华发A金额

最大的前五名中， 前三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买入金额分别为6036.84万元、5273.52万元和

3000.22万元； 后两名分别为国泰君安郑州黄

河路营业部和湘财证券上海陆家嘴营业部，买

入金额均未超过2000万元， 且买入的同时均

有不同程度的卖出。 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

中， 第二名也是机构专用席位， 卖出金额为

1843.37万元，其余四个均为券商营业部。

从走势上来看，自6月以来，深华发A就提

早于大市步入了调整之中，随后市场整体下跌

时跌幅加深， 不过调整幅度远小于市场整体，

自6月24日以来，股价更是充实强势实现四连

涨停。 昨日股价小幅高开之后先快速上攻，随

后跟随指数跳水翻绿， 不过很快就反弹翻红，

维系震荡横盘格局，午后资金发力将股价推升

至了涨停板。

短期来看，公司股价的逆市大涨凸显出做

多力量的强势，不过在市场整体风险较大的情

况下， 投资者仍需对强势股保持一定的谨慎，

控制仓位灵活应对。 （张怡）

■ 异动股扫描

■ 新股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