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动股1）七机构博弈益生股份

7月31日复牌的益生股份，在连续四个涨停后，于昨日打开涨停板，盘中大幅波动，收盘涨逾3%。 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共

有七家机构围绕该股博弈，其中四家买入、三家卖出。

益生股份昨日以25.44元开盘后快速拉升，最高涨逾9%至27.63元，随后震荡回落翻绿，午后跌幅进一步扩大，最低下探至23.20

元，跌幅逼近8%，之后再度强势拉升并翻红，尾盘强势震荡，最终收报25.89元，上涨3.07%。

深交所昨日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 昨日益生股份前五大买入席位中， 前四席均未机构专用， 买入金额在7561.75万元至

993.05万元；前五大卖出席位中，有三席为机构专用，卖出金额在3567.32万元至1279.10万元。

益生股份于7月29日与中信并购基金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有利于上市公司未来实现战略转型和升级；此外,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具体实施方案也已初步确定。 在四个连续涨停后，昨日部分机构获利离场，但仍有新机构借机进驻。 预计益生股份仍将维持强

势。 （李波）

（异动股2）四机构买入 中通客车放量涨停

昨日新能源汽车板块逆市大涨，其中，中通客车放量涨停，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四家机构买入该股。

中通客车昨日以18.18元开盘，之后快速震荡上攻，横盘震荡整理后再度拉升，封住涨停；尾盘虽一度打开但很快再度封死涨停

板，最终收报19.80元。 昨日该股成交3.12亿元，环比明显放量。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昨日中通客车前五大买入席位中，有四席为机构专用，买入金额在2735.17万元至1432.11万

元不等；前五大卖出席位则均为营业部席位。

渤海证券指出，随着充电设施建设指导意见、补贴政策及充电桩国标出台日趋临近，各地充电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将有效消除

目前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弊端,推动终端需求加快释放。 另外,农村客运及出租车运营补贴政策有望出台,从而进一步促进新能源

汽车在公共领域推广。 在今年50万辆推广目标即将到期限的末端效应推动下,政策有望持续加码，能源汽车将继续加速普及，公交

公务物流领域将成主力,全年有望实现至少翻倍增长。 受益政策持续加码和多家机构买入，中通客车短期有望延续强势。 （李波）

（异动股3）机构追买+融资加仓（引）

云天化三日涨逾25%

继本周二的涨停、周三的跳空高开后，昨日云天化以12.76元小幅低开，不过开盘后股价便震荡走高并维持高位震荡走势，尾

盘买盘突然放大，股价也随之快速拉升至涨停，不过收盘前涨势有所回落，最终上涨9.24%至14.30元，成交5.75亿元。 由此，云天化

的股价从本周二开盘时的11.61亿元一路上涨至14.30元，涨幅达到了25.22%，且三日内成交额逐步放大，合计成交14.12亿元。

上交所盘后公开信息显示，机构投资者的追捧对该股的强势表现贡献颇大。 三个交易日内的五大买入席位均被机构投资者

所占据，其中前四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介于2820万元至8907万元之前，第五大买入席位则为中金公司客户资产管理部，

买入了2507.35万元，五大席位合计买入了2.35亿元，占三日总成交的16.64%。不过卖出席位中同样有机构投资者的身影，前两大买

入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第四位则为国信证券浙江分公司，卖出金额介于2439万元至6708万元，共卖出了1.34亿元。

除了机构投资者外， 两融资金也是助推股价上涨的重要力量。 三个交易日内融资净买入5035.54亿元， 融资余额增幅达

10.69%，位居两融标的股前列。 虽然在工信部力推下，化肥行业转型升级长期利好公司发展，但近期资金短炒情绪较为浓厚，投资

者应注意不要盲目追高。 （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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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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量加剧 震荡磨底

两市成交7071.33亿元 创3月16日以来新低

□

本报记者 李波

周四股指低开后一度震荡反弹，但3700点

遇阻回落。 两市成交额进一步萎缩至7071.33

亿元，刷新3月16日以来的阶段新低，反映市场

交投极度低迷。 降杠杆大趋势下，量能难以显

著放大，再加上市场大幅波动令投资者情绪趋

于谨慎、投资收益预期下降，因此成交持续萎

缩。 缺乏资金面的驱动，上方均线和套牢盘压

力难以快速突破， 区间震荡仍是市场主基调。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控制仓位，静待格局明朗。

震荡整理 量能再创阶段新低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低开后震荡反弹， 但在

沪综指3700点遭遇压力震荡回落，中小创跟随

主板震荡回调。值得注意的是，沪深两市成交额

环比双双下降， 刷新3月16日以来的阶段新低，

反映交投低迷，观望情绪浓厚，存量博弈加剧。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收3661.54点，下跌

33.03点 ， 跌幅为 0.89% ； 深证成指报收

12421.85点，下跌102.84点，跌幅为0.82%；中

小板指数下跌0.99%，报收于8388.80点；创业

板指数下跌0.84%，报收于2480.93点。

行业方面， 申万一级行业指数跌多涨少，

仅有6只指数逆市收红，其中，汽车、电气设备

和有色金属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1.36%、

0.95%和0.72%；22只下跌指数中，申万建筑装

饰、房地产和非银金融指数跌幅居前，分别下

跌2.29%、1.91%和1.90%。

概念方面，新能源汽车和电池相关概念昨

日集体逆市爆发，锂电池、燃料电池、新能源汽

车和超级电容指数涨幅居前，分别上涨6.83%、

6.08%、5.94%和5.26%；下跌指数中，次新股、

在线旅游和国资改革指数跌幅居前，分别下跌

3.06%、2.92%和2.55%。

昨日市场成交再度萎缩，沪深两市分别成

交3575.15亿元和3496.18亿元，两市合计成交

7071.33亿元，再次刷新今年3月16日以来的阶

段新低。

震荡磨底 以时间换空间

量能的持续萎缩折射出市场交投极度低

迷，投资者情绪趋于谨慎和降杠杆大趋势成为

重要原因。

一方面，做多情绪在股灾和上周大跌之后

被明显破坏，市场的大起大落令投资者观望心

态提升，风险偏好回落，资金收益预期下降。 在

此背景下，场外资金不愿进场，场内资金筹码

兑现意愿较强，获利离场和逢高减仓成为大部

分资金的选择。 这就使得大盘在周三大涨之后

难以乘胜追击，而是连续展开回调。

另一方面，鉴于降杠杆是大势所趋，且仍

在进行当中，因此量能难以重回高位。 此前市

场上涨主要源于杠杆资金的驱动力，持续降杠

杆则使得市场驱动逻辑回归基本面和政策预

期。 但目前来看，基本面和政策面并未出现超

预期利好，因此难以填补杠杆资金驱动力缺失

留下的空间。 下方资金驱动力骤减，上方均线

和套牢盘压顶，市场自然欲涨乏力。

量能持续萎缩是否意味“地量地价” 的临

近？海通证券认为，市场信心恢复需要时间，借

鉴以往历史经验，政策底后都会震荡确认市场

底，市场底往往伴随成交量显著萎缩，最终成

交量将萎缩到前期高点的30%至40%。 目前A

股成交量为高峰的45%，仍可能进一步收缩。

不过， 量能萎缩也反映出做空动能不大，

多空陷入弱平衡僵局。流动性宽松、利率下行、

改革深入推进营造的市场环境整体依然偏向

积极， 加上大盘蓝筹股具备一定安全边际，市

场向下杀跌空间有限。 上有压力下有支撑的背

景下，预计后市宽幅震荡仍是主基调，将以时

间换空间，通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反复震荡来消

化压力，从而逐步探明底部，回归正常运行节

奏。 齐鲁证券认为，这种“寻底博弈”很可能贯

穿整个季度 ， 这一阶段市场整 体 将 在

3500-4300点继续宽幅震荡， 但中枢向上，以

完成充分的筹码交换。 预计10月份后，市场将

重拾新的升势。

沪港通连获双向净流入

□

本报记者 王威

继本周三之后， 昨日沪港通再度实现双向

净流入格局， 且净流入额双双较前一交易日有

所放大。 据Wind数据，昨日沪股通净流入金额

由周三的0.74亿元增加至3.48亿元， 当日额度

余额为126.52亿元， 额度余额占比97.32%；港

股通则连续第16个交易日呈现净流入状态，金

额为1.7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小幅增加，当日额

度余额为103.22亿元，额度余额占比98.30%。

不过沪港两市大盘昨日双双震荡收绿。 上

证综指早盘大幅低开后震荡冲高，盘中几度翻

红并重返3700点，午后再度跳水并陷入低位震

荡，3700点及5日均线得而复失， 最终下跌

0.89%，收报3661.54点。 恒生指数早盘小幅高

开后快速跳水， 全天维持低位窄幅震荡走势，

收报24375.28点，下跌0.57%。由此，昨日AH溢

价指数冲高回落，续跌0.56%至135.95点。

在指数双双走弱的背景下， 沪港通标的股

也均呈现出涨少跌多的特征。沪股通昨日仅169

只上涨，而有多达340只股票下跌，包括有同济

科技、兰石重装、中国高科、宏达矿业等在内的8

只股票涨停， 另有14只股票的跌幅超过了5%。

港股通则有102只上涨，163只下跌，中国远洋、

高银地产和高银金融昨日的涨幅超过了6%。

创业板指数下破2500点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创业板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 昨日跌

破2500点关口，成交量出现显著萎缩。 预计短

期创业板指数将围绕2500点震荡。

创业板指数昨日小幅低开后， 一度快速下

挫，最低下探至2430.53点，随后震荡攀升，最高

上探至2517.99点，围绕2500点震荡，尾盘再度

回落，报收于2480.93点，下跌0.84%。 值得注意

的是，创业板指数昨日的成交额为338.10亿元，

较前一个交易日减少了180.18亿元，显著缩量。

个股方面， 创业板昨日正常交易的382只

股票中，有169只股票实现上涨，其中17只股票

涨停，39只股票涨幅超过5%，66只股票涨幅超

过3%；在下跌的212只股票中，有10只股票跌

停，49只股票跌幅超过5%，105只股票跌幅超

过3%。由此来看，创业板股票的分化特征显著。

分析人士指出， 创业板指数的成交额连续

萎缩，一方面显示出资金观望情绪较浓，另一方

面也表明空头力量也在明显减弱， 该指数阶段

性变盘窗口临近，建议投资者注意控制仓位，不

要追涨杀跌。

利好共振 锂电池概念领涨

□

本报记者 叶涛

昨日大盘窄幅震荡，锂电池指数却走出

独立行情，早盘快速拉升，之后全天都运行

在高位之上， 至收盘时，

wind

锂电池指数日

涨幅达到

6.83%

， 为全部

122

个概念板块之

首。 助力其强势领涨的动力，来自新能源汽

车

7

月产销两旺、新型铅炭电池面世，以及市

场对环保产业基本面预期走强。

正常交易的

28

只锂电池板块成分股中，

昨日出现上涨的有

27

只， 包括佛塑科技、众

和股份、雅化集团、金瑞科技在内的

19

只股

票集体涨停， 占昨日

A

股涨停股数量的

22.62%

；欣旺达、德赛电池、国光电器紧随其

后，涨幅分别达到

8.18%

、

7.56%

和

5.21%

。

消息面上， 据工信部最新数据，

2015

年

7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2.04

万辆，同比增长

2.5

倍，其中纯电动乘用车生产

6657

辆，同比增长

79%

，纯电动商用车生产

6395

辆，同比增长

17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以及插电式混合

动力商用车增幅也达到

5.5

倍和

145%

。

此外， 新的技术革新也打开投资者想

象空间。 圣阳股份通过与日本公司合作，目

前已经能够批量化生产国际领先的铅炭储

能电池；南都电源中标的“珠海万山海岛新

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 也将全部采用铅炭

电池。

业内分析，

2015

年环保行业有望业绩爆

发，目前政策面备受关注。 海通证券认为，随

着成本加速下降，储能发电侧、用户侧市场

将逐一被激活，建议投资者把握储能大时代

脉搏，重点关注储能解决方案提供商。

政策助力+巨头布局 电商业步入爆发期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同意在上海等9个城市开

展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支持电

子商务企业拓展业务领域和范围，创新电子商务

发展模式，政策暖风再度吹入电商领域。 与此同

时，Facebook日前已经在大洋洲测试完整功能

的网络交易平台，Twitter推出产品和品牌的零

售页面功能，国际巨头开始涉足电商领域。 从目

前来看，网络购物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比重显

著增加，电商业步入增长爆发期，映射在A股上，

电商股经过前期调整后，处于显著低位，政策助

力和巨头布局可能会激发电商股的反弹。

政策助力+巨头布局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文件称，国务院同

意在上海市、南京市、郑州市、广州市、成都市、

厦门市、青岛市、黄石市和义乌市9个城市开展

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 在试点

任务中明确指出，支持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

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相互融合， 促进线上线

下互动发展，创新批发、零售供应链管理，推动

传统流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加强商贸物流网

络建设，提升物流专业化、信息化、社会化、标准

化水平，提高流通效率。统筹规划城乡商业网点

建设， 构建农产品、 工业品双向畅通的流通网

络，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推动建立内外贸统一

的管理方式、结算方式和标准体系，构建内外贸

一体化的商品流通体系。

与此同时，Facebook日前已经在大洋洲测

试完整功能的网络交易平台， 可以理解为在社

交网络内部建设了一个“淘宝” 。 这个名为“商

品买卖” 的功能可以让用户看到住所附近的零

售品牌和商品。目前品类丰富,用户可以对商品

进行搜索， 另外每一个商品都提供了详细的商

品信息，包括价格、功能描述。

Twitter也不甘落后。 六月份Twitter推出

产品和品牌的零售页面功能， 在手机客户端推

出了一个名叫“藏品”的功能。首批合作者有41

家零售商，包括Beats耳机，迪斯尼等。

电商行业市场空间大

网络购物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规模比重

由2011年初3.9%上升到2014年第四季度的

13.3%，电商分流影响明显。 与实体零售低景气

度相反，在线零售保持欣欣向荣态势，2014年四

季度网购市场规模9733亿元， 同期社零规模为

7.32万亿，网购占社零比重达到13.3%，预计未

来几年内网购渗透率还将继续快速提升。

互联网渠道的兴起对传统渠道产生较大冲

击，实体零售对互联网从抵触、抗拒逐渐转变为

拥抱、 融合， 一方面因互联网企业存在落地诉

求，主动寻求线下实体合作；另一方面，实体零

售顺应移动消费趋势、 主动探索线上线下一体

化运作。

齐鲁证券指出，在互联网零售转型上，企业

需要大量的资本及费用开支，换而言之，传统零

售商转型互联网零售是一种管理层思路转变先

于战略制定，战略制定先于战略落地，战略落地

最后体现为财务业绩的过程。长期来看，具备以

下全部或部分条件的企业将会在互联网零售转

型的比拼中脱颖而出。一是具备线下优势“重资

产”（丰富线下运营经验、 强大供应商资源、品

牌、物流、门店网络及其地理位置等）；二是线下

触角广；三是公司执行力强，果断且战略思路清

晰；四是公司从整体战略、组织架构、管理体系、

人才引进上实现深度变革； 五是转型与自身已

有资源结合较为紧密，具备自身特色。

离场脚步放缓 创业板尾盘逆势吸金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四，上证综指再度陷入震荡，呈现低开

冲高后回落的走势。 不过资金的净流出规模较

周三出现了明显回落， 权重股资金净流出的规

模依然较大。 不过创业板尾盘逆市吸金1988.94

万元。 不过从本周资金流向情况来看，资金心态

依然十分敏感，行业的吸金持续性较大，资金的

短线操作特征显著。

资金离场减速

近期资金的离场脚步明显放缓， 显示资金

的谨慎情绪有所修复。 据Wind资讯数据，昨日

沪深两市共有120.66亿元资金净流出， 较本周

三的284.66亿元明显下降，降幅达到了57.61%。

因此， 昨日沪深两市的净流入个股家数也较前

一交易日出现了明显的上升，由周三的635只增

加至846只。

权重股成资金净流出的 “主战场” 。 沪深

300的资金净流出金额为30.55亿元，也较前一交

易日的107.86亿元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因此净流

出个股数从周三的220只小幅下降至202只。 中

小盘股的净流出规模则相对较小。 昨日中小企

业板和创业板的净流出额分别为7.78亿元和

22.43亿元， 周三这两个板块的净流出规模分别

为60.51亿元和40.93亿元。 与净流出规模显著缩

小相对应， 昨日中小板的净流入个股家数从周

三的164只上升至230只， 创业板的净流入个股

数量也从前一交易日的115只上升至了147只。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 共有6个行

业板块获得资金净流入，分别为电气设备、汽车、

有色金属、银行、综合和交通运输，具体净流入金

额分别为11.92亿元、11.38亿元、6.74亿元、5.51亿

元、2.92亿元和909.71万元；而当日遭遇资金净流

出的22个行业板块中，机械设备、建筑装饰、非银

行金融、医药生物和房地产的净流出金额均超过

了10亿元，其中机械设备和建筑装饰的净流出金

额分别达到了22.57亿元和16.37亿元。

创业板尾盘逆市吸金

虽然资金的心态依然较为敏感， 但不可否

认的是，市场情绪处于逐步修复当中。昨日尾盘

再现资金回流特征，创业板吸金力凸显，且共有

12个行业板块获得资金净流入。

昨日开盘时， 大小盘股均呈现资金净流出

状态，两市共有105.61亿元资金离场，不过尾盘

该数据大幅下降至8.13亿元。 其中，创业板尾盘

获得资金的积极布局，由早盘的14.15亿元净流

出变为1988.94万元净流入，中小企业板和沪深

300尾盘虽继续呈现净流出状态，但金额也较开

盘出现了明显的萎缩。

虽然创业板是昨日尾盘唯一获得资金净流入

的板块，但从行业角度来看，尾盘资金布局的范围

十分广泛，权重和成长股均有资金入场。昨日尾盘

共有12个行业获得资金净流入，分别为电气设备、

银行、轻工制造、化工、建筑材料、有色金属、农林

牧渔、综合、采掘、公用事业、医药生物和汽车，其

中电气设备、 银行和轻工制造的净流入金额分别

达1.27亿元、8583.27亿元和5973.19万元。

虽然无论是整体市场资金状态， 以及净流

入行业的个数以及单个行业净流入的金额均有

向好趋势， 但从本周各交易日之间的资金流向

数据来看，资金依然较为谨慎，且以短线操作思

维为主，这对市场持续反弹造成了较大牵制。 一

方面，资金的心态十分敏感，一旦市场出现较大

波动便选择离场， 这也体现在近期大笔资金入

场带升指数后转日便回归大额净流出的资金流

向特征上；另一方面，行业吸金的持续性较差，

通常前一交易日获资金大举入驻的行业板块隔

日便成为资金净流出的“重灾区” ，以本周三、

周四为例， 周三建筑装饰净流入金额居首但周

四便在净流出榜上位居第二。

汽车板块接棒领涨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近期沪深两市行业板块出现轮动， 受益于

新能源汽车相关利好消息， 昨日汽车行业接过

领涨棒，成为新的市场龙头。

申万汽车指数昨日小幅低开后，震荡上行，

最高上探至5427.57点， 此后维持高位震荡，尾

盘涨幅出现收窄， 报收于5362.55点， 上涨

1.36%， 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位居

首位。 101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中，有54只

股票实现上涨，万向钱潮、猛狮科技、比亚迪等

6只股票涨停，19只股票涨幅超过5%，28只股

票涨幅超过3%。

消息面上，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在发

给股东的季度公开信中证实，ModelX电动跨界

车将于今年9月发布。 该车将于第三季度末交付

给首批买家。 特斯拉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龙

头，其产品代表着行业的尖端。ModelX有望再次

让新能源汽车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整个行业有

望迎来销售旺季，对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构成

利好。 此外，国家工信部昨日发布数据，根据机动

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统计，2015年7月，我国新能源

汽车生产2.04万辆，同比增长2.5倍。

分析人士指出， 近期行业板块的轮动特征

显著，未能出现持续领涨的行业，新能源汽车的

热度持续性值得关注。

三板做市指数放量大涨

□

本报记者 叶涛 �

最近一周来三板做市股票成交活跃度持续

提升， 昨日做市股合计成交额增长1.48亿元达

到3.67亿元。由此三板做市指数昨日大涨3.53%

报1483.96点， 板块成交额也环比接近翻倍，达

到2.9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短暂歇脚1个交易

日，昨日协议转让股票成交额也再度上扬，达到

1.63亿元，环比增长0.81亿元。

昨日新三板共有518只股票发生成交，较

本周二增长明显，其中做市转让股有383只，环

比大体持平， 不过当天成交额超过千万的做市

股票数量有10只，环比明显提升。 其中，银橙传

媒、凯立德、金达莱金额最高，为2777.74万元、

1861.08万元和1792.39万元， 但全天涨幅最高

的做市股票却是北鼎晶辉、 睿力物流、 约克股

份，具体为1.1倍、41.15%和37.25%。

135只协议转让股票中，昨日涨幅最大的是

楼兰股份、捷福装备、天维尔，分别为971.43%、

6倍和317.02%；华图教育和红枫种苗成交额超

过千万元，为3034.12万元和1696.00万元。

三板做市指数昨日涨势喜人，早盘先在平

盘附近窄幅震荡休整， 上午10时30分后强势

拉起，并将上涨态势保持至收盘，最终指数上

涨3.53%，涨幅创下7月中旬以来单日最高。

七机构博弈益生股份

7月31日复牌的益生股份，在连续四个涨停

后，于昨日打开涨停板，盘中大幅波动，收盘涨

逾3%。 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共有七家机

构围绕该股博弈，其中四家买入、三家卖出。

益生股份昨日以25.44元开盘后快速拉升，

最高涨逾9%至27.63元， 随后震荡回落翻绿，午

后跌幅进一步扩大，最低下探至23.20元，跌幅

逼近8%，之后再度强势拉升并翻红，尾盘强势

震荡，最终收报25.89元，上涨3.07%。

深交所昨日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昨

日益生股份前五大买入席位中， 前四席均未机

构专用，买入金额在7561.75万元至993.05万元；

前五大卖出席位中，有三席为机构专用，卖出金

额在3567.32万元至1279.10万元。

益生股份于7月29日与中信并购基金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有利于上市公司未来实现

战略转型和升级；此外,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具体

实施方案也已初步确定。在四个连续涨停后，昨

日部分机构获利离场，但仍有新机构借机进驻。

预计益生股份仍将维持强势。 （李波）

四机构买入 中通客车放量涨停

昨日新能源汽车板块逆市大涨，其中，中通

客车放量涨停，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四家

机构买入该股。

中通客车昨日以18.18元开盘，之后快速震

荡上攻，横盘震荡整理后再度拉升，封住涨停；

尾盘虽一度打开但很快再度封死涨停板， 最终

收报19.80元。昨日该股成交3.12亿元，环比明显

放量。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 昨日中

通客车前五大买入席位中，有四席为机构专用，

买入金额在2735.17万元至1432.11万元不等；

前五大卖出席位则均为营业部席位。

渤海证券指出， 随着充电设施建设指导意

见、补贴政策及充电桩国标出台日趋临近，各地

充电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将有效消除目前新能源

汽车充电难的弊端,推动终端需求加快释放。 另

外, 农村客运及出租车运营补贴政策有望出台,

从而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在公共领域推广。在

今年50万辆推广目标即将到期限的末端效应推

动下,政策有望持续加码，能源汽车将继续加速

普及，公交公务物流领域将成主力,全年有望实

现至少翻倍增长。受益政策持续加码和多家机构

买入，中通客车短期有望延续强势。（李波）

云天化获“机构追买+融资加仓”

继本周二的涨停、周三的跳空高开后，昨日

云天化以12.76元小幅低开，不过开盘后股价便

震荡走高并维持高位震荡走势， 尾盘买盘突然

放大，股价也随之快速拉升至涨停，不过收盘前

涨势有所回落，最终上涨9.24%至14.30元，成交

5.75亿元。 由此，云天化的股价从本周二开盘时

的11.61亿元一路上涨至14.30元， 涨幅达到了

25.22%， 且三日内成交额逐步放大， 合计成交

14.12亿元。

上交所盘后公开信息显示， 机构投资者的

追捧对该股的强势表现贡献颇大。 三个交易日

内的五大买入席位均被机构投资者所占据，其

中前四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买入金额介于

2820万元至8907万元之间，第五大买入席位则

为中金公司客户资产管理部，买入了2507.35万

元，五大席位合计买入了2.35亿元，占三日总成

交的16.64%。 不过卖出席位中同样有机构投资

者的身影，前两大卖出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第四位则为国信证券浙江分公司， 卖出金额介

于2439万元至6708万元，共卖出了1.34亿元。

除了机构投资者外，两融资金也是助推股

价上涨的重要力量。 三个交易日内融资净买入

5035.54亿元，融资余额增幅达10.69%，位居两

融标的股前列。 虽然在工信部力推下，化肥行

业转型升级长期利好公司发展，但近期资金短

炒情绪较为浓厚， 投资者应注意不要盲目追

高。 （王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