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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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异动股扫描

西藏概念股强势领涨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A股市场进一步企稳，“炒地图” 热

情进一步升温，西藏、福建、长江经济带、广东、

新疆等板块均涨幅居前。Wind概念板块中西藏

振兴指数上涨6.38%，位居概念涨幅榜首。

西藏振兴指数昨日开盘之后震荡上行，在

2%-3%的涨幅之间波动，午盘涨幅进一步提升

至了4%之上，午后震荡回落，不过下午两点之

后逐步震荡企稳，尾盘进一步拉升，涨幅一度超

过了6.8%。

个股来看，昨日概念中正常交易的10只个

股中，仅有海思科一股微跌，其余个股全部实现

了超过4%的涨幅。其中，西藏旅游、西藏城投和

西藏发展涨停， 西藏天路和西藏药业也分别上

涨了9.17%和8.05%。

行情来看，从央企改革概念股开始，到地方

国企改革概念的接力， 再到上海和深圳地区的

炒作，市场投资热情不断蔓延。此前西藏板块受

政策利好支撑而上涨后，本周初稍作休整，便在

昨日重新受到资金青睐。短期来看，在旅游业利

好和国家扶持西藏发展的背景下， 该板块有望

继续维系强势。

地产股掀涨停潮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市场延续震荡格局， 行业板块涨多跌

少，其中房地产板块涨幅居前，个股掀起涨停潮。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29只中信一级行业

指数中，有22只上涨，其中，房地产指数上涨

2.53%，涨幅位居第二位，仅次于商贸零售。 成

分股中，美好集团、华联控股、华远地产、城投控

股等26只股票涨停。

近日广州公积金中心在官网挂出《广州市

住房公积金贴息贷款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

稿）》，这是广州年内第三次放松公积金贷款政

策。 今年以来， 在地方公积金政策宽松的带动

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交出现复苏，对

行业景气度回升形成明显支撑。与此同时，临近

周末，降准预期再度升温，也对房地产板块带来

正面提振。 另外，统计显示，房地产板块年初至

今累计涨幅为49.13%，在28个中信一级行业板

块中排名第20位，涨幅相对较小。 在谨慎做多

的心态下， 涨幅较小品种对于利好刺激的股价

弹性更大，因此房地产板块近日获得资金青睐，

股价反弹力度较大。

协议转让股成交回暖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五新三板交投显著回暖， 合计成交额

达6.66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大幅增长101.82%，

并创下了7月10日以来的新高。 这与协议转让

股的成交额的大幅回升密切相关， 昨日协议转

让股合计成交3.86亿元， 为5月25日以来的新

高； 做市转让股昨日成交额也从前一交易日的

1.86亿元升至2.80亿元。

虽然交投出现了明显的提升，但三板成指

昨日依旧低迷，下跌0.61%至1479.62点。 三板

做市指数则止步三连阴，昨日开盘后快速拉升

全天维持高位震荡走势， 盘中一度涨近1%摸

高 1509.43点， 最终收报 1502.25点， 上涨

0.42%。

昨日存在交易的535只新三板股票中，东

海证券以2.32亿元的成交额位居榜首， 而金海

股份、 仁会生物和光宝联合以3620.50万元、

2905.34万元和2593.34万元紧随其后。 昨日新

三板共有252只股票上涨，223只下跌。 涨幅超

过100%的有5只，全部为协议转让股，白茶股

份以10900%的涨幅位居首位。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幅回升

□本报记者 葛春晖

经过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下跌之后，8

月14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明显企稳，中间价和

即期价双双小涨。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14日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 6.3975， 较上日的

6.4010上调35基点， 比上日的即期询价市场

收盘价6.3990走高15基点。 14日即期外汇市

场上， 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在全天大部分

时间围绕6.40一线窄幅震荡， 尾市再现一波

拉升走势，最终收报6.3918，较上日收盘价上

涨72基点。

央行11日宣布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

间价报价，以增强其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 11

日至13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下跌

2848基点或4.45%， 即期价累计下跌1893基点

或2.96%。 从14日的汇率表现看，经过此前三个

交易日的调整之后， 前段时间积累的人民币贬

值压力已经得到一次性释放， 市场结售汇基本

处于均衡状态。

离岸市场方面， 截至14日下午五点左右，

香港市场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交投于6.44附

近，较上日收盘价上涨约200基点，与在岸即期

收盘价的汇差收窄至500基点左右。 8月12日，

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离岸与在岸的汇差一度

超过1500基点。 由此可见，随着在岸市场汇率

企稳， 离岸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情绪也

已显著缓解。

沪指冲击4000点遇阻回落

人气逐步回暖 震荡消化压力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五大盘小幅高开， 盘中一度冲上

4000点。 两市量能的持续放大以及两融余额

的企稳回升都显示出资金的参与热情显著回

暖，而热点的快速轮动切换有利于市场人气的

维持，不过从昨日走势来看，4000点上方压力

较大， 短期市场将以震荡整固的方式逐步消

化。 期间市场热点仍将围绕题材股展开，国企

改革、“一带一路” 和国防军工等长线主题值

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大盘冲击4000点遇阻

上证综指昨日以3976.41点小幅高开，在

回补缺口后，股指震荡上扬，午后券商股加入

拉升大军，上证综指因此一举涨逾1%，站上了

4000点关口；不过好景不长，上证综指在摸高

4000.68点后跳水回落， 随后翻绿并下探

3939.84点，尾盘企稳回升以红盘报收。 最终，

上证综指收报3965.34点，全日小涨0.27%，创

下7月27日中阴线后的最高收盘点位，并刷新

了7月28日以来本轮反弹的新高。 与上证综指

走势类似，但深证成指涨势稍强，昨日上涨了

0.38%，收报13445.87点，同样为本轮反弹的

新高。

在大盘震荡冲高后遇阻回落的过程中，中

小盘股周五呈现出跟随走势，但创业板和中小

板持续i按了明显分化。 创业板指昨日盘中收

复了2700点关口， 但尾盘跳水后最终未能翻

红，收报2674.02点，下跌0.38%；但中小盘综

指全天大部分时间都维持红盘震荡走势，仅午

后跟随跳水后小幅翻绿，尾盘回升反弹，最终

上涨0.54%至13488.00点。

盘中国企改革和商贸零售再度成为领

涨热点，而房地产股的异动对于指数运行亦贡

献较大。 从行业板块来看，28个申万一级行业

指数仅7只下跌，分别为有色金属、家用电器、

国防军工、钢铁、传媒银行和计算机指数，但跌

幅均在1%以内；而商贸零售、房地产、建筑材

料、 农林牧渔、 综合和汽车指数的涨幅涨逾

1%， 商业贸易和房地产指数的涨幅更是达到

了2.74%和2.31%。概念板块方面，123个Wind

概念板块中有25只下跌， 但跌幅超过1%的仅

生物识别指数和网络安全指数； 而98个上涨

的概念板块中，西藏振兴、福建自贸区、国资改

革和长江经济带指数的涨幅均超过了3%。

人气渐回升 主题热延续

本周五两市量能继续温和放大，两融余额

也连续回升， 显示出资金参与热情逐步回暖，

而热点题材的快速轮动和切换也有效的维持

了当前的市场人气， 预计短期市场将在4000

点附近震荡整固以消化上方压力。投资者在操

作上应维持“重个股轻指数” 和“以时间换空

间” 的思路，在结构性行情下精选个股，重点

关注国企改革、“一带一路” 和国防军工等长

线主题。

由于盘中热点突出、 赚钱效应明显增强，

近期市场的参与热情明显回升。 一方面，两市

成交量能方面，本周五沪深两市成交额双双温

和放量，合计成交额为1.22万亿元，其中沪市

成交额为6474.66亿元，深市成交额为5740.09

亿元。而本周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为5.96万亿

元，较前一周增长38.19%，日均成交额在1.19

万亿元。 另一方面，两融余额呈现出企稳回升

态势，连续5个交易日实现融资净买入，两融

余额增加639.20亿元至13727.25亿元，显示融

资资金入场意愿显著回暖。

在市场人气明显回暖的背景下， 国企改革、

国防军工等热点题材的反复活跃及轮动也使得市

场的活跃人气得以延续， 热点突出的同时赚钱效

应也明显增强，形成了人气回升的正反馈循环。

从周五4000点“攻而未破” 的走势特征来

看，4000点上方的压力较大， 而且考虑到历史

上看，半年报窗口期间权重股表现往往相对低

迷，而创业板权重龙头在5日均线附近挣扎，短

期大小盘指数仍将反复震荡以消化压力。 在此

背景下，题材股预计将引领市场热点，反复活

跃， 其中又以影响深远的大主题表现更佳，如

国企改革、“一带一路”和国防军工等主题。

4000点关前纠结 净流出格局持续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延续震荡格局，沪综指盘

中触碰4000点。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沪深两市

资金净流出135.41亿元，净流出规模较周四大幅

回升，不过尾盘再度出现净流入。 行业方面，房地

产和农林牧渔板块实现10亿元以上的净流入，有

色金属、 国防军工和公用事业板块净流出额居

前。 随着沪综指逼近4000点整数关口，多空博弈

将加剧，资金进出将趋于频繁。 周四净流入额居

前的部分板块和个股， 昨日遭遇大规模净流出，

就充分反映当前资金快进快出的游击战特征。

资金持续离场 尾盘再现净流入

昨日沪深股指延续震荡走势， 量能环比放

大。 沪综指盘中触碰4000点后震荡回落一度翻

绿，尾盘企稳回升以红盘报收；深证成指和中小

板指微涨，创业板指数小幅下挫。 截至收盘，上

证综指报3965.34点，上涨0.27%；深证成指报

13445.87点， 上涨 0.38% ； 中小板指数报

9043.35点，上涨0.34%；创业板指数报2674.02

点，下跌0.38%。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沪深两市昨日净流

出135.41亿元， 净流出规模环比周四的5.17亿

元大幅回升。不过，尾盘净流入格局昨日得以延

续，净流入金额为31.31亿元。

沪深300、 中小板和创业板均呈现净流出

格局，规模环比提升。 其中，沪深300板块昨日

净流出47.34亿元，时隔一个交易日后重回净流

出格局， 不过净流出个股却从周四的159只小

幅降至148只。中小板昨日净流出36.24亿元，净

流出个股由周四的354只增至362只。 创业板昨

日净流出40.11亿元，资金净流出个股由周四的

213只增至269只。

昨日沪综指一度冲上4000点， 但随即回

落，尾盘再度回升收红，一波三折的走势凸显资

金纠结心态。一方面，阶段底逐步确立和政策面

向好的背景下，市场元气较此前恢复，做多意愿

提升；但另一方面，上方套牢盘以及4000点关

口压力较大， 也令观望情绪和获利回吐意愿上

升。 目前来看，4000点攻破只是时间问题，但在

该关口附近，多空博弈将更趋激烈，资金进出也

更加频繁，预计快进快出、高抛低吸、边走边看

的游击战特征还将延续。

行业板块分化 资金快速进出

昨日行业分化格局延续， 大部分行业板块

遭遇资金净流出，仍有部分板块逆市吸金。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有9个板块实现

资金净流入，其中，房地产和农林牧渔板块的净

流入额超过10亿元， 分别为12.70亿元和10.95

亿元，非银金融、通信和建筑装饰板块分别净流

入6.41亿元、6.19亿元和5.29亿元。 19个净流出

板块中，有色金属、国防军工、公用事业、计算机

和机械设备板块的净流出额居前，分别为24.95

亿元、19.83亿元、18.08亿元、15.91亿元和15.62

亿元，交通运输、家用电器、电气设备和电子板

块的净流出规模也在10亿元以上。 值得一提的

是，周四公用事业、有色金属和交通运输板块位

居净流入规模前三位，昨日遭遇大幅净流出，充

分折射出资金快进快出的短线游击战特征。

个股方面，昨日共有1004只股票获得资金

净流入，其中，江苏有线、中国联通和中粮屯河

的净流入规模居前，分别为5.68亿元、5.61亿元

和5.53亿元，中信证券和美好集团净流入逾4亿

元，中国中铁和中粮地产净流入额超过3亿元。

1288只资金净流出股票中，中国重工、中国核

电和浙能电力的净流出额居前， 分别为9.78亿

元、8.16亿元和5.09亿元，中国一重、洛阳钼业、

豫园商城和中国船舶净流出超过4亿元。 其中，

浙能电力、洛阳钼业、豫园商城作为周四净流入

额居前的品种，昨日遭遇资金回撤。

创业板指数弱势震荡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创业板指数弱势震荡， 收盘小幅下

跌

0.38%

。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

2713.78

点高开， 随后

展开震荡，午后出现一波快速跳水并翻绿，最

低下探至

2664.42

点，尾盘震荡回升跌幅收窄。

截至收盘， 创业板指数报

2674.02

点， 下跌

0.38%

。 昨日创业板成交

1183.22

亿元，量能环

比小幅放大。

个股跌多涨少， 创业板昨日正常交易的

385

只股票中，有

147

只实现上涨，其中，经纬

电材、富邦股份、麦捷科技、中文在线、易华录

等

11

只股票涨停，恒顺众昇、华仁药业等其余

16

只股票的涨幅超过

5%

。 相比之下，

233

只下

跌个股中，浩丰科技和绿盟科技跌停，溢多利

和金龙机电分别下跌

6.51%

和

5.31%

， 其余股

票跌幅均在

5%

以下。

分析人士指出， 由于创业板整体估值较

主板偏高，因此其震荡和分化也将更为显著。

在轻个股重指数的大背景下， 市场步入精细

化择股阶段， 以创业板为载体的成长股将迎

来中报试金石。 只有具备业绩支撑、估值相对

合理的品种，才能抵抗波动，获得资金青睐。

市场人气回暖 两融余额连续攀升

□本报记者 张怡

最近A股市场热点丰富， 赚钱效应明显

提升， 两融余额也随之稳步上升， 显示出融

资盘的积极进驻。 截至8月13日，沪深两市两

融余额为13727.25亿元， 环比增长了137.44

亿元，较上周四的13088.05亿元明显提升。其

中， 融资余额为13694.70亿元， 环比增长了

137.89亿元；融券余额为32.55亿元，环比上

一日的33亿元略降。 短期来看，热门题材带

动下的赚钱效应仍见促使人气回暖， 优质热

门概念股的反复炒作意味着投资者仍可逢低

吸纳。

融资买入缓步上升

两融余额的稳步增长主要得益于融资买入

积极性的不断提升。 自8月6日以来，两融市场

的融资买入额从729.11亿元逐步回升，在8月11

日时最高达到了 1602.83亿元 ，8月 13日为

1305.93亿元。 与此同时，融资偿还额始终低于

融资买入额，使得融资净买入额自8月7日以来

维持正值。 同期的融券余额在31亿元至33亿元

之间波动徘徊。

行业来看，13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除

了食品饮料行业外其余板块均获得了不同程度

的融资净买入。公用事业、电子和有色金属行业

的融资净买入额均超过了10亿元，分别为18.40

亿元、12.42亿元和10.92亿元。 同时，建筑装饰、

化工、 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行业的净买入额也

均超过了7亿元。

个股来看，浙能电力、中国重工、永辉超市

和北方稀土的净买入额最高，分别为4.52亿元、

4.49亿元、3.18亿元和3.07亿元。 同时还有四川

长虹、中国中冶、京东方A和上海电气等在内的

10只个股的净买入额超过了2亿元。 相反，际华

集团、中航重机、山东黄金和中国联通的净偿还

额居前，均超过了1.3亿元。

上周五到本周四5个交易日的情况来看，

所有两融标的股共获得了逾653亿元的融资净

买入，其中，机械设备、国防军工和公用事业行

业的净买入额均超过了43亿元；计算机、化工、

有色金属、建筑装饰、电子、房地产、医药生物

和交通运输行业的净买入额均超过了33亿元。

个股来看， 中国重工和中国一重在上述5个交

易日中的融资净买入额遥遥领先， 分别为

19.95亿元和15.26亿元，同时还有京东方A、上

海电气、中国卫星等11只个股的净买入额超过

了5亿元。

赚钱效应提升

从资金的逐利性来看， 赚钱效应提升是吸

引融资盘进驻的主要原因， 而这主要得益于市

场热点的丰富。 短期来看，4000点攻坚战并不

会轻易完成，重个股轻指数仍是当前投资要义。

本周市场热点呈现多点开花、 快速轮换格

局。 从Wind概念的一周涨幅榜来看，太阳能发

电、国资改革、上海本地重组概念一周分别上涨

了40.73%、23.80%和20.59%； 同时还有迪士

尼、上海自贸区、体育、广东国资改革、土地流

转、O2O等23个概念板块的一周涨幅超过了

10%。

分析人士指出， 这种热点情况虽然不利

于指数的快速攀升， 但是对市场人气的回暖

大有裨益。一方面，市场对热点事件给予及时

反应，激发了市场投资热情，也有助于信心的

进一步恢复； 同时也说明市场正在逐步从救

市状态中恢复到常态，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另一方面，热点丰富促使资金入市热情提升，

指数横盘则有助于各项技术指标的逐步修复

蓄势，人气回暖、指数震荡也有助于夯实中长

期上行基础。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发现，诸如国防军工、机

械设备、建筑装饰、公用事业等在内的部分热门

板块持续获得了资金的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上

述板块内的个股大多符合国家战略转型的大方

向，涉及到“中国制造2025” 、“一带一路” 、自

贸区和国企改革等长期的大主题， 因而将反复

获得资金的介入和炒作。后期，投资者选股应关

注上述热门板块中业务良性发展、 技术指标向

好的标的，逢低介入。

机构博弈 皇氏集团打开跌停板

周四刚刚复牌的皇氏集团在一个跌停板之后， 昨日进一步下跌了

8.56%，股价收于57.18元。值得关注的是，周五卖出前五名全部为机构专用席

位，资金博弈激烈。

昨日皇氏集团再度以跌停价开盘，随后买单推升下股价迅速回升，跌幅

一度收窄至了5%附近，随后再度回落至跌停板，而后股价在低位进行震荡，

下午两点之后再度封住了跌停板，不过接近收盘时再度打开，将跌幅收窄至

了8.56%。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卖出皇氏集团金额最大的前五名全部为机构专用

席位，卖出金额分布于5767万元至1.36亿元之间不等；同时，买入皇氏集团金

额最大的前五名中， 国金证券沈阳北陵大街营业部位居首位， 买入金额为

3.27亿元；而第三名和第五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分别买入了6104.69万元和

4969.69万元。

公司停牌恰好躲过了市场连续下跌，复牌之后的补跌实属正常。 不过当

前行情人气回暖，因而短暂调整之后有望企稳震荡。 公司停牌期间利好消息

也将会逐步发酵。 （张怡）

五机构卖出 绿盟科技跌停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大幅波动，场内题材热点快速切换，绿盟科技昨日跌

停，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五家机构集体卖出，显示机构筹码抛压较重。

绿盟科技昨日跳空低开后，小幅反弹后，再次快速回落，一度触及跌停

板，此后维持低位震荡，午后封死跌停板至收盘，尾盘报收于45.22元。 值得注

意的是，昨日绿盟科技的成交额为10.91亿元，刷新历史新高。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绿盟科技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三家

机构席位，分别买入3874.23万元、2548.80万元和1999.42万元，其余两家为

券商营业部；昨日卖出绿盟科技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机构，分别卖出1.02亿

元、7394.18万元、7057.84万元、6400.09万元和5764.30万元。 由此来看，机构

卖出金额显著高于买入金额。

分析人士指出，五机构卖出该股，且卖出金额均较大，显示机构筹码抛压

较重，短期该股的回调压力依然较大。

机构抢筹 中文在线涨停

在前一日涨停基础上，中文在线昨日延续强势，早盘大幅跳空高开，之后

快速上行逼近涨停，盘中长时间横盘休整后，最终该股于尾盘封住涨停，股价

报收124.42元。

刚刚抛出定增预案，并拟投资9.7亿元打造泛娱乐的中文在线，昨日受到

诸多机构投资者关注，据交易所盘后公开信息显示，昨日卖出中文在线金额

最大的席位中有两家为机构席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昨日买入该股金额最大

的前五席则全部为机构投资者，显示尽管略有分歧，少部分机构意欲快速兑

现利润，但大多数专业机构仍持看多预期，昨日继续在砸下巨资争夺筹码。

根据公开信息，上述五家买入金额最大席位，昨日分别买入中文在线价

值5031.07万元、2417.22万元、2412.05万元、2281.87万元和2193.93万元股

票； 不过与之相对， 排位第二和第三的机构席位卖出金额不大， 分别为

2408.22万元和1931.04万元。（叶涛）

机构博弈 皇氏集团打开跌停板

周四刚刚复牌的皇氏集团在一个跌停板之

后， 昨日进一步下跌了8.56%， 股价收于57.18

元。值得关注的是，周五卖出前五名全部为机构

专用席位，资金博弈激烈。

昨日皇氏集团再度以跌停价开盘， 随后买

单推升下股价迅速回升，跌幅一度收窄至了5%

附近，随后再度回落至跌停板，而后股价在低位

进行震荡，下午两点之后再度封住了跌停板，不

过接近收盘时再度打开， 将跌幅收窄至了

8.56%。

龙虎榜数据显示， 昨日卖出皇氏集团金

额最大的前五名全部为机构专用席位， 卖出

金额分布于5767万元至1.36亿元之间不等；

同时， 买入皇氏集团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

国金证券沈阳北陵大街营业部位居首位，买

入金额为3.27亿元； 而第三名和第五名均为

机构专用席位， 分别买入了6104.69万元和

4969.69万元。

公司停牌恰好躲过了市场连续下跌， 复牌

之后的补跌实属正常。不过当前行情人气回暖，

因而短暂调整之后有望企稳震荡。 公司停牌期

间利好消息也将会逐步发酵。（张怡）

五机构卖出 绿盟科技跌停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大幅波动， 场内题材热

点快速切换，绿盟科技昨日跌停，盘后公开交易

信息显示，五家机构集体卖出，显示机构筹码抛

压较重。

绿盟科技昨日跳空低开后， 小幅反弹

后，再次快速回落，一度触及跌停板，此后

维持低位震荡， 午后封死跌停板至收盘，

尾盘报收于45 .22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

绿盟科技的成交额为10 .91亿元，刷新历史

新高。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绿盟科

技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三家机构席位，分别买

入3874.23万元、2548.80万元和1999.42万元，

其余两家为券商营业部； 昨日卖出绿盟科技金

额前五的席位均为机构， 分别卖出1.02亿元、

7394.18万元 、7057.84万元 、6400.09万元和

5764.30万元。 由此来看，机构卖出金额显著高

于买入金额。

分析人士指出，五机构卖出该股，且卖出金

额均较大，显示机构筹码抛压较重，短期该股的

回调压力依然较大。（徐伟平）

机构抢筹 中文在线涨停

在前一日涨停基础上， 中文在线昨日延续

强势，早盘大幅跳空高开，之后快速上行逼近涨

停，盘中长时间横盘休整后，最终该股于尾盘封

住涨停，股价报收124.42元。

刚刚抛出定增预案，并拟投资9.7亿元打造

泛娱乐的中文在线， 昨日受到诸多机构投资者

关注，据交易所盘后公开信息显示，昨日卖出中

文在线金额最大的席位中有两家为机构席位，

但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买入该股金额最大的前

五席则全部为机构投资者，显示尽管略有分歧，

少部分机构意欲快速兑现利润， 但大多数专业

机构仍持看多预期， 昨日继续在砸下巨资争夺

筹码。

根据公开信息， 上述五家买入金额最大席

位， 昨日分别买入中文在线价值5031.07万元、

2417.22万元 、2412.05万元 、2281.87万元和

2193.93万元股票；不过与之相对，排位第二和

第三的机构席位卖出金额不大，分别为2408.22

万元和1931.04万元。（叶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