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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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材料“十三五”规划将出台 石墨烯成“香饽饽”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工业与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周长益

在2015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上透露，包括

石墨烯在内的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正

在编制并即将出台。石墨烯作为材料界新星，凭

借优异性能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航空航

天等多个领域，有望被列为重点发展对象。建议

投资者关注储备有石墨烯技术的相关上市公司

以及石墨烯产业化逐步推进所带来的主题投资

机会。

新材料“十三五”规划将出台

新材料技术是世界上公认的六大高技术领

域之一， 重点是开发性优异的新型结构材料和

功能材料，其意义在于一旦研制成功，将会带动

整个制造业实现技术突破， 这一点对于中国工

业创新而言尤为重要。

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周长益在

2015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上透露，包括石

墨烯在内的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正在

编制并即将出台。周长益说，面对石墨烯生产和

应用存在的技术转化能力弱、 商业应用领域窄

等问题， 工信部将以市场开发遇到的问题为导

向， 以终端产品的需求为牵引， 采取一条龙模

式，帮助企业构建完善产业链，围绕产业链配置

创新链，聚集创新要素，强化上下游协同创新，

提升石墨烯产品的综合性能，抓住新材料、高端

装备快速发展，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大好机遇，大

力推进首批次的商业化运用， 努力把石墨烯打

造成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先导产业。

在2015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上，防腐

涂料、 导电薄膜以及复合材料上都有面对普通

消费者的产品首次亮相并走向市场， 个别领域

实现吨级石墨烯消耗量。

与此同时， 新材料行业作为新兴产业重要

组成也将纳入“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并拟列入国家重点专项规划，成为引

领产业转型升级重要指引。值得关注的是，石墨

烯作为材料界新星， 凭借优异性能可广泛应用

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将被列为

重点发展对象。

石墨烯产业快速发展

石墨烯是一种碳原子单层平面晶体新材料，

它独特的碳单层结构一度被认为无法稳定存在。

2004年两位英国物理学家成功从石墨中分离得

到石墨烯， 并因此荣获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作为材料界的新星，石墨烯是目前已知室温下最

好的导电和导热材料，是人类已知强度最高的物

质，具备极高的透光性和极大的比表面积。 石墨

烯优异的性能使得它在多个领域具备变革潜力，

已经有所建树的领域包括散热材料、柔性触摸面

板、微型传感器、二次电池、芯片材料等等。

石墨烯产业链有科研和应用两条路径，两

者在石墨烯上游产品向终端产品转化的过程中

相互依托相辅相成。分别来看，科研机构旗下的

石墨烯产品以高新技术及高科技含量为主打，

企业化的石墨烯产品以题材概念和性价比为主

要依托。 目前一些科研机构已自主装备完成了

全数字控制石墨烯生产线， 同时一些装备制造

企业可以提供多款设计成熟的石墨烯制备设备

供科研机构及企业选购。由于产业化尚不充分，

目前大部分设备流向科研机构， 少部分进入企

业。 进入市场的石墨烯产品多以石墨烯微晶和

石墨烯分散液为原料， 且大部分产品上市时间

不满一年，下游市场开发仍不充分。

在国家战略指引下， 我国石墨烯研发和专

利持有已在全球占据一席之地。 国家在“十二

五” 规划中明确将新材料列为重要的战略新兴

产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经陆续拨款

超过3亿元资助石墨烯相关项目； 国家引导石

墨烯产业成立了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联盟成员已达53家，6位联盟常务理事单

位分别对石墨烯技术路线、 标准战略、 专利布

局、国际合作和产业促进进行支持和合理引导。

创业板指数站上2700点

昨日创业板指早盘一度跳水， 随后震荡走

高，站上2700点。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2653.31点小幅低开，反

弹后即出现快速跳水， 最低下探至2612.26点，

随后震荡上行，尾盘最高升至2747.79点，临近

收盘涨幅小幅收窄，最终收报2724.62点，上涨

2.38%。 创业板指昨日合计成交799.76亿元，量

能环比小幅放大。

昨日正常交易的430只创业板股票中，有

366只上涨。 其中，华仁药业、双龙股份、振东制

药、恒通科技等49只股票涨停，共有124只股票

的涨幅超过了5%。 下跌的63只股票中，仅铁汉

生态跌停，温氏股份、依米康和新宁物流跌幅居

前，超过4%，其余股票跌幅均在4%以下。

分析人士指出，昨日创业板指数探底回升，

反映出蓝筹股补涨并未削弱资金对其的偏爱。

在改革转型的大背景下，创业板是做多主战场。

虽然在前期大幅反弹后，短期回调压力增大，但

整体上行趋势明确， 回调便是资金再布局的机

会。其中，业绩向好且政策红利和产业前景明朗

的优质成长股，值得继续持有。（李波）

连续逼空后震荡风险临近

“抽血” 心结打开 反弹步入“攻坚”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一沪深两市震荡盘升， 银行股火力全开， 沪综指站稳

3600点，创业板先抑后扬，蓝筹成长齐舞。 此次IPO重启修改了

申购制度，使得“打新—抽血” 这一逻辑被打破，短期对市场反

而形成超预期利好，加上大盘突破年线，做多人气全面回归，两

融余额持续上升，预计逼空行情短期有望持续。 不过，市场热点

已经由小盘成长股蔓延至蓝筹股，标志着反弹行情步入下半场。

随着估值中枢全面提升，预计待大盘蓝筹完成补涨后，三季度密

集区的震荡风险将再度加大。操作上，目前主流机构建议均衡配

置，短期向滞涨蓝筹倾斜。

IPO不再抽血 市场延续升势

昨日沪深两市小幅低开后震荡走高，延续强势表现。银行股

火力全开，但券商股冲高回落。 上证综指站稳3600点，刷新反弹

新高，日K线实现四连阳。 中小板创业板低开后快速跳水，但随

后震荡走高直追主板，创业板指站上2700点。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646.88点，上涨1.58%；深证成指报

12453.24点， 上涨1.47%。 中小板综指报12591.22点， 上涨

1.90%；创业板指数报2724.62点，上涨2.38%。 两市成交也再度

放大，沪深两市分别成交6361.84亿元和7320.33亿元。

行业方面，29个中信一级行业指数仅非银行金融逆势下跌

0.54%，其余行业板块悉数上涨。 其中，计算机、银行和传媒指数涨

幅居前，分别为3.73%、3.61%和2.46%；相比之下，商贸零售、建筑和

国防军工指数涨幅相对较小，分别为0.22%、0.74%和0.80%。

131个Wind概念板块同样涨多跌少，127个上涨指数中，创

投、 养老产业和次新股指数涨幅居前， 全日分别上涨6.74%、

4.35%和4.05%；4只下跌指数中，福建自贸区下跌2.67%，其余的

北部湾自贸区、黄金珠宝和美丽中国指数的跌幅均在1%以下。

此前市场一度闻IPO色变，究其原因，打新带来的抽血效应

成为心结。 而此番重启IPO的最大亮点是取消预缴款制度，这使

得“打新—抽血”的逻辑被打破，明显缓和新股发行对资金面的

冲击，且对券商为代表的大市值公司构成明显利好。 另外，本周

开始，部分需要参与新股申购的资金还将被动地增加市值比例，

这也为市场提供了增量资金。 因此，IPO重启不但未对市场形成

扰动，反而成为短期超预期利好。

反弹进入高潮 留意震荡风险

随着券商股在上周强势启动，市场开启“逼空”模式，沪综指

强势突破年线，并于昨日站稳3600点，基本回到第二次股灾之前

的水平。 随着做多人气的全面回归、风险偏好的显著修复以及两

融余额的快速上升，预计逼空行情仍有望持续，行情渐进高潮。

但另一方面，仍需警惕后市可能出现的震荡。 首先，最近几

个交易日的上涨已经提前几天反应了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利

好， 并且蓝筹股强势启动消耗资金量较大， 持续性不容过度乐

观。其次，市场热点已经从小盘成长股蔓延至蓝筹股，而“补涨”

往往意味着行情步入下半场。当估值洼地填平后，市场赚钱效应

和赚钱难度必然加大，震荡将不可避免。 另外，三季度成交密集

区依然形成较大压制， 此前降杠杆过程中形成的重要阻力位不

会轻易被跨越，并且美联储12月加息预期增强，也都成为潜伏

的不确定因素。 因此，后市大盘仍将延续升势，但加速上攻后波

动率也将加大。

操作上， 目前主流机构建议均衡配置， 短期向滞涨蓝筹倾

斜。 国信证券建议补仓位，兑现涨幅过大的品种，在涨幅落后的

品种中积极寻找机会。 华泰证券也建议短期重视主板的补涨机

会，券商、高股息率低波动率的银行等大蓝筹（受益市值配售），

以及二线蓝筹（电力、电力设备、环保、家电、建材）补涨机会。规

避创业板短线回调，中线仍是反弹主逻辑，上涨空间已开启。 兴

业证券指出， 后续短期震荡不影响行情向上趋势， 建议加强交

易，均衡配置。 中大盘价值股存在落后补涨的交易型机会，短期

爆发力可能强于前期已经涨幅巨大的成长股。 成长股后续行情

相对收益未必占优势，但优质成长股标的稀缺，可继续持有。

银行板块强势领跑

昨日行业板块除非银金融之外全面反弹，

其中，银行板块涨幅居前，强势领跑。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银行板块高开后快

速冲高，之后维持强势震荡，申万银行指数大涨

3.51%，涨幅居首。 银行股全线飘红，除了浦发

银行上涨1.51%之外， 其余银行股的涨幅均在

2%以上。其中，中信银行和光大银行涨停，宁波

银行逼近涨停，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

平安银行和农业银行的涨幅都超过4%。

截至上周五，A股银行板块的PB在1.08倍，在

当前的估值水平，银行向上的概率和空间远大于

向下，而新股重启下的市值配售需求成为银行股

启动的又一推动力。 国金证券研报提出拥抱银行

板块的年底行情,现在可开始建仓，预计板块向

上空间30%左右。 支持这一观点的核心逻辑包

括: 一是短期内无法证伪的宏观经济企稳迹象；

二是总体监管方向“由小到大、 更有利于大股

票”的变化；三是处于估值洼地的板块,应是增量

资金的首选；四是银行板块自身的催化剂,重点

在对不良资产证券化和混业经营的预期；五是不

良贷款、政府债务等问题毫无预期差,年底前不

会有黑天鹅事件爆发；六是大金融板块同向波动

规律明显,短期内对券商板块高涨的预期正好是

对建仓银行最好的掩护。（李波）

做市转让

股成交额创4个月新高

近期以来，新三板活跃度明显回升。昨日新

三板市场成交额再度回升至7亿元以上， 具体

成交额为7.8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逾两成。其

中，协议转让股交投小幅回落至2.02亿元，做市

转让股成交额则出现了显著回升， 以5.84亿元

创下了7月10日以来的新高。

在交投回升的背景下， 新三板两大指数昨

日悉数飘红。 三板做市指数昨日开盘后快速震

荡走低，盘初触底1331.56殿后随即快速反弹并

一路走高，午后涨势进一步加速，尾盘一度涨逾

1%摸高1346.19点， 最终上涨0.99%， 收报

1345.83点。 三板成指昨日亦上涨0.89%，收报

1337.62点。

个股方面， 昨日新三板共有529只做市转

让股和146只协议转让股成交。 全部存在交易

的675只新三板股票中， 共有16只股票的成交

额超过了1000万元， 其中协议转让股联讯证

券、圣泉集团和阿拉丁居于前三名，成交金额分

别为1.83亿元、4321.84万元和2349.61万元。 昨

日新三板共有350只股票上涨 ， 福特科以

8471.43%的涨幅位居首位，大亚股份、扬德环

境、健博通、顺能润滑和摩威环境的涨幅也均超

过了100%，除健博通外，其余均为协议转让股。

另外，协议转让股七色珠光、鸿丰小贷、大陆机

电和做市转让股金天铝业的跌幅较大， 均在

65%以上。（王威）

融资扩张助力“后IPO” 行情

□本报记者 张怡

自上周三开始，A股市场在券商股集

体大涨的带动下强势上涨， 两融市场也

连续快速攀升，3日增长了逾520亿元。在

这轮强劲增长中， 券商股对两融市场的

助力极大，累计增长了逾120亿元，远高

于其他行业。 而周末的消息面对这种券

商股的突然异动给出了解释，IPO重启、

两融市场增长均打开了券商业绩上升空

间，叠加打新新政策对行情的稳定作用，

后IPO时代融资规模稳定增长可期。

券商股喜迎融资潮

11月 6日 ， 融资融券余额收于

10838.76亿元， 环比提升了133.97亿

元。其中，融资余额收于10808.42亿元，

环比提升了133.55亿元；融券余额收于

30.33亿元，环比提升了0.41亿元。

而实际上，自上周三市场连续上涨

以来，融资热情大幅提升，上周三至上

周五三日的融资净买入额分别达到了

205.01亿元、180.29亿元和133.55亿元；

而上一次连续三日出现超过百亿元的

融资净买入还是6月市场大跌之前。

从行业角度分析，上周五单日来看，

非银金融行业融资净买入额最高， 达到

了65.34亿元；计算机、房地产、公用事业

和国防军工行业的净买入额也均超过了

7亿元。 相反，建筑装饰、综合、电气设备、

食品饮料和家用电器行业则遭遇了融资

净偿还， 净偿还额分别为4.27亿元、1.81

亿元、1.48亿元、1163万元和429万元。

上周后三个交易日整体来看，非银

金融行业的融资净买入额合计更是达

到了119.12亿元， 远高于其他行业；计

算机、医药生物和机械设备行业的合计

净买入额位居第二至第四位， 分别为

34.38亿元、28.11亿元和26.94亿元。

融资规模有望稳定增长

实际上，券商股的强势表现正是来

源于上周五IPO重启利好的发布。 从两

融的角度来看，无疑IPO重启推动了券

商股这一融资余额占比最大的群体的

进一步增长， 拓展了两融增长的空间。

数据显示，当前非银金融行业的融资融

券余额高达1055.21亿元， 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遥遥领先，占沪深两融余额

的比重接近10%。诸多机构建议继续关

注券商股。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IPO重

启既提高券商业绩，又增加板块风险偏

好，因而行业方面首推券商股。

从市场情绪的角度来看，融资净买

入额是市场活跃度和风险偏好程度的

晴雨表，是A股市场的伴随指标，因而

受到市场行情走势的影响较大。

对于IPO对市场行情的影响，国泰

君安证券指出，短期内包括恢复IPO在

内的一系列改革政策重启有助于推升

市场风险偏好；不过短期内28只新股发

行仍采用原制度，会对市场资金面产生

压力；救市资金退出的预期也将对主板

继续上涨形成明显阻力。后市市场仍将

由存量资金主导，关注点在成长、转型

和改革因素；主题投资仍是重点。

而安信证券更为乐观，认为目前逼

空形势已经形成，融资余额快速上升，加

上保险、基金、券商等机构也有增仓、移

仓需求，预计逼空行情还可以持续；但连

续消耗资金的拉升行情往往无法持续太

长时间，需要警惕衰竭后的震荡。

分析人士指出，融资客是市场中较

敏感和激进的投资者，对券商股偏好的

提升有助于融资情况的持续回升，而行

情震荡中如10月那般小幅增长、短暂波

动的概率较大，预计后市两融市场规模

将震荡上行。

AH股溢价连续快速攀升

昨日恒生AH股溢价指数上涨1.9%， 收报

于139.20点，收出5连阳，近四个交易日的呈现

快速攀升的态势。

行情上看，上证综指昨日开盘后小幅上行，

随后维系横盘震荡格局，银行、计算机和传媒等

板块表现较为强势， 最终收盘上证综指上涨

1.58%收于3646.88点；恒生指数昨日低开后逐

步翻红， 不过午后再度回落翻绿， 最终下跌

0.61%。 由于A股市场表现强于沪市，且权重股

带头上涨，因而AH股溢价明显提升。

尽管如此， 昨日沪港通方面呈现出南热北

冷情形，沪股通余额为142.78亿元，比当日的总

额度130亿元高出了12.78亿元， 可见依然呈现

出净卖出状态；港股通余额为98.5亿元，呈现出

小额净买入状态。

标的股来看， 沪股通个股中有323只个股

实现上涨，168只个股下跌；其中，中信银行、紫

江企业、动力源等15只个股涨停。 港股通个股

中， 昨日有96只个股上涨，170只个股下跌，其

中，光启科学上涨12.42%，是仅有的涨幅超过

8%的个股。 （张怡）

后IPO时代布局：成长蓝筹“两手抓”

□本报记者 王威

11月6日证监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宣

布，暂停4个月的新股发行将重新启动。

此次IPO重启后将有取消预缴款制度，

公开发行2000万股以下取消询价缓

解、网下采取有市值配售门槛等重大变

化。 市场普遍预计，规则变动后，IPO的

重启对市场扰动有限。 布局方面，建议

投资者蓝筹成长“两手抓” 。一方面，市

值配售规定有助于蓝筹股配置的提升，

二线蓝筹股也将出现补涨。 另一方面，

恢复IPO等政策重启将推升市场风险

偏好，成长股仍是后市主攻方向，次新

股弹性也会明显加强。

市值配售利好蓝筹股

IPO的重启对于券商股利好最为

显著，不仅能够提高券商业绩，也会增

加板块的风险偏好，实现“双击” 。不仅

如此，未来的市值配售规定，使得蓝筹

股的配置需求上升，蓝筹股有望出现估

值提升。

一方面，虽然券商股近期的持续暴

涨已透支了IPO重启利好，短期可能步

入阶段性震荡调整，但IPO重启将提升

券商股中期景气程度。 东吴证券指出，

券商从基本面和政策面上都已熬过最

艰难时期， 目前行业估值与2014年11

月底估值水平相当， 仍有较大反弹空

间。 而“十三五” 规划明确直接融资占

比提升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改革大

方向，未来证券行业主题仍是创新发展

和国际化投行。

另一方面，未来市值配售规模将增

加蓝筹股在“打新” 中的权重。 中金公

司认为，新股重启后将有更多投资者为

增加市值配售的额度而增持蓝筹。安信

证券表示，IPO重启取消了现行新股申

购预先缴款制度，叠加网上申购规模需

与市值相匹配，此前沉寂的打新基金和

未来可能参与打新的低风险偏好的保

险资金大概率进入高股息率蓝筹的回

补阶段。 长期来看，高股息率蓝筹股有

望得到估值提升。

此外，华泰证券表示，银行等高股

息率低波动率的大蓝筹在市值配售制

度下的配置需求上升会在短期内体现。

此外，二线蓝筹在反弹扩散期也将出现

补涨。

成长风头难止

在蓝筹股配售制度提升的同时，市

场的“成长风” 也并不会就此停止。 在

经济转型背景、 市场风险偏好提升、融

资功能恢复等因素支持下，新兴产业为

主的成长股的投资机遇依旧凸显。

兴业证券指出，成长股作为本轮中

级反弹的核心资产， 涨幅已经巨大，后

续行情中的板块相对收益未必占优势，

但优质成长股标的稀缺，而且转型成长

的理念深入人心，而且中长期“抱团取

暖” 的大机会依然集中在经济转型下

的新兴产业，包括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互联网。

国泰君安认为，短期内，包括恢复

IPO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政策重启有利于

推升市场风险偏好。存量资金主导下，成

长股换手更加充分，微观结构改善明显，

上行阻力较小， 因而市场仍会将其作为

主攻方向。进一步地，A股融资功能恢复

有助于成长性较强的中小市值上市公司

重启融资—并购—扩展的循环， 形成实

质性利好。风险偏好提升背景下，主题投

资的重要性将继续凸显。 建议投资者围

绕“十三五”规划展开主题投资布局。

除此之外，国海证券指出，考虑到

未来中签率将大幅下降，专项打新资金

收益下降， 打新基金的数量会大幅下

降。 由于新股的认购更为分散，而且打

新后很多资金可能并不会快速卖出股

票， 导致次新股的投资者很难集中，次

新股在二级市场可能会更受投资者青

睐，弹性也会更强。

（异动股）机构加码 美亚柏科涨停

自9月8日触底15.10元以来，美亚柏科股价持续震荡走高，至昨日收盘价32.24元，阶段涨幅高达93.17%。

昨日美亚柏科以28.82元小幅低开，盘初围绕平盘位置横盘震荡，上午10点左右，股价快速拉升，涨逾5%，围绕30.78元展开横盘震荡走势，午后在大笔资金涌入拉抬下，股价再度“飞跃” ，封死涨停板直至收盘，收报32.24元，合计成交10.48亿元。

机构昨日共同加码美亚柏科，是支持其强势涨停的重要力量。 深交所盘后公开信息显示，昨日买入美亚柏科的前三大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分别达1.25亿元、1.06亿元和4458.51万元，占该股昨日总成交的26.34%。 其余席位则均为券商营业部席位，买入及卖出金额也相对较小，均在10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

分析人士指出，年底往往是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活跃窗口期，四季度并购重组热潮有望进一步升温。 其中，重大资产重组获资产收购由于存在较强的盈利改善预期，因而会对股价构成较强支撑，其股价在审核期间也往往表现相对较强。 再加上，消息面利好以及机构投资者的集体加码，短期该股料仍将维持强势。 （王威）

（异动股）华讯方舟创历史新高

在上周两次涨停之后，本周一华讯方舟再接再厉跳空高开，而后快速上扬，短暂高位震荡后便强势封板直至收盘，收盘价为22.74元。 不仅突破了8月中旬的前高点，而且创出历史新高。 当日的成交额为7.68亿元，环比逐日缩小。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有四个机构专用席位，只有第二名是东方证券上海银城中路营业部，五个席位买入金额分布于3348万元至1.34亿元之间不等；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全部是券商营业部，其中第一名是西部证券西安金花南路营业部，卖出金额为3210万元。

自从更名后，华讯方舟股价就开始强势崛起，上周随市场短暂回调后快速拉升。 基本面上良好，公司刚刚完成资产置换，置入华讯方舟全部军事通信及配套业务，由此变身高科技股；而日前发布的三季报显示，由于投资收益增加，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3倍。 短线来看，历史新高强化了强势格局，但投资者宜要警惕高位回调。 （张怡）

机构加码 美亚柏科涨停

自9月8日触底15.10元以来，美亚柏科股价

持续震荡走高，至昨日收盘价32.24元，阶段涨

幅高达93.17%。

昨日美亚柏科以28.82元小幅低开，盘初围

绕平盘位置横盘震荡，上午10点左右，股价快

速拉升，涨逾5%，围绕30.78元展开横盘震荡走

势，午后在大笔资金涌入拉抬下，股价再度“飞

跃” ，封死涨停板直至收盘，收报32.24元，合计

成交10.48亿元。

机构昨日共同加码美亚柏科，是支持其强势

涨停的重要力量。 深交所盘后公开信息显示，昨

日买入美亚柏科的前三大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

位， 买入金额分别达1.25亿元、1.06亿元和

4458.51万元，占该股昨日总成交的26.34%。 其余

席位则均为券商营业部席位，买入及卖出金额也

相对较小，均在10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

分析人士指出，年底往往是上市公司资本运

作的活跃窗口期，四季度并购重组热潮有望进一

步升温。 其中，重大资产重组获资产收购由于存

在较强的盈利改善预期，因而会对股价构成较强

支撑， 其股价在审核期间也往往表现相对较强。

再加上， 消息面利好以及机构投资者的集体加

码，短期该股料仍将维持强势。（王威）

华讯方舟创历史新高

在上周两次涨停之后， 本周一华讯方舟再

接再厉跳空高开，而后快速上扬，短暂高位震荡

后便强势封板直至收盘，收盘价为22.74元。 不

仅突破了8月中旬的前期高点，而且创出历史新

高。 当日的成交额为7.68亿元，环比逐日缩小。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金额最大的前

五名中，有四个机构专用席位，只有第二名是东

方证券上海银城中路营业部， 五个席位买入金

额分布于3348万元至1.34亿元之间不等； 卖出

金额最大的前五名全部是券商营业部， 其中第

一名是西部证券西安金花南路营业部， 卖出金

额为3210万元。

自从更名后，华讯方舟股价就开始强势崛起，

上周随市场短暂回调后快速拉升。基本面上良好，

公司刚刚完成资产置换， 置入华讯方舟全部军事

通信及配套业务，由此变身高科技股；而日前发布

的三季报显示，由于投资收益增加，公司净利润同

比增长1.3倍。 短线来看，历史新高强化了强势格

局，但投资者宜要警惕高位回调。（张怡）

■ 异动股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