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动股）攀钢钒钛连续三涨停

本报记者 张怡

继上周四和上周五连续涨停之后，本周一攀钢钒钛延续强势格局，高开短暂回落后就再度冲上涨停板，最终以4.22元的涨停价报收。 当日成交额为23.46亿元，环比明显放量；换手率为11.79%，较此前几日也明显提升。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攀钢钒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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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亿元、1.05亿元和5511.19万元；此外还有安信证券南昌胜利路营业部和平安证券广州新港中路营业部买入金额超过了4000万元。 而同时，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全部是券商营业部，光大证券佛山季华六路营业部卖出9077万元，金额最高。

对于攀钢钒钛的异军突起，分析人士指出主要系两方面原因所致。 作为钢铁股，攀钢钒钛积极推进升级转型，涉足电池领域研究试验，据悉攀钢与普能集团、万里通公司研发出了一种千瓦级的钒电池产品已经批量生产，还有一款兆瓦级的钒电池产品处于商业化示范阶段，因而使得公司股价获得资金追捧。

（异动股）机构积极买入 格力电器涨停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格力电器小幅高开之后快速上行，随后高位震荡，最终在尾盘涨停，以22.99元报收。 其成交额昨日达到了65.68亿元，环比明显放量。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6个机构专用席位出现在格力电器的买卖金额最大行列。 其中，买入金额最大的前两名均是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分别为11.02亿元和1.28亿元。 与此同时，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出现了四名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分别为4.98亿元、1.79亿元、9077万元和5952万元。

昨日格力电器突然涨停，受到两方面消息刺激，一是媒体报道称，深港通方案已经准备就绪，下一步交易所将推动深港通落地和基金通落实，推动跨境并购，完善深港基金互认，建设跨境金融基础设施。 二是受到险资频频举牌品牌蓝筹股的刺激，优质品牌收到投资者更多关注，昨日表现强于大盘。 相对于中小盘题材股，格力电器品牌价值突出、业绩稳定、相对滞涨，因而补涨动力也较强，短线仍有望维系强势。

（异动股）烯碳新材连续涨停 五机构出货

17日复牌的烯碳新材昨日收出第三个“一”字涨停，但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前五大卖出席位均为机构专用。

烯碳新材12月17日复牌以来，连续三个交易日“一”字涨停，昨日收报11.86元。 根据12月16日晚间公告，烯碳新材拟6.1亿元并购晨阳碳材，转型打造碳烯产业链，驱动股价连续涨停。

深交所昨日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烯碳新材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普通营业部席位，买入金额在7715.00万元至3242.54万元不等；前五大卖出席位则全部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分别为1.43亿元、1.36亿元、1.30亿元、1.18亿元和1.18亿元。

国泰君安研报指出，烯碳新材打造了从技术发现-研发-产业化链条，这为未来公司在石墨烯领域技术研发和整合提供了对接，未来公司在新材料领域的布局将进一步加速。 不过，昨日五机构大举卖出，主力获利离场迹象明显，筹码出现松动，预计烯碳新材可能难以延续“一”字板走势，短期震荡概率加大。 （李波）

缩量震荡 创业板指再收星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创业板指数探底回升， 微幅下跌。

继上周五后， 创业板指数日K线再次收出十

字星。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2825.32点低开，小幅

反弹后一路震荡下行， 最低下探至2800.35

点，随后止跌反弹，尾盘一度翻红，最高升至

2836.61点，之后再度回调，临近收盘跌幅收

窄，最终收报2829.92点，下跌0.01%。 创业板

指数昨日成交466.54亿元，量能环比萎缩。

个股方面，434只正常交易的创业板个股

中，有240只上涨。其中，乾照光电、康耐特、银

江股份、中科创达等8只股票涨停，中泰股份

和新开源分别大涨9.73%和8.31%，另有17只

股票涨幅超过5%；188只下跌股票中，华仁药

业跌停，赛摩电气、宝通科技和鲍斯股份跌幅

居前，分别下跌7.90%、5.95%和5.71%。

受益险资举牌、 房地产去库存以及年末

消费热，蓝筹股吸引力显著提升，“跷跷板效

应” 下创业板承压。 不过，昨日市场成交反映

增量资金有限， 存量博弈决定了蓝筹股上升

空间有限。预计市场风格轮动格局暂难打破，

创业板调整之后仍将迎来反弹。

举牌风吹暖蓝筹 轮动季逢低布局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一沪深两市低开高走， 风格再现二

八切换， 蓝筹股集体活跃， 市场量能环比放

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险资频繁举牌以及对

春季行情的乐观预期提振蓝筹股表现。 随着

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消除和场内风险偏好的提

升，跨年行情开始酝酿；不过，受制增量资金

进场力度、减持禁令到期扰动以及IPO新规之

前最后一波新股申购，市场难以强势逆转。 预

计短期行情仍将波动行进、震荡盘升，风格也

更多表现为蓝筹成长轮番领跑的轮动特征。

蓝筹起舞 沪指逼近前高

本周一沪深两市小幅低开后震荡反弹，

蓝筹股集体爆发带动沪综指持续上行逼近前

期高点，尾盘上攻动力不足，展开横盘整理。

二八分化格局下， 创业板弱势整理， 跑输主

板。 市场量能环比小幅放大。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642.47点，上涨

63.51点，涨幅为1.77%；深证成指报13028.31

点，上涨1.54%；创业板指数报2829.92点，下

跌0.01% ； 中小板指数报8573.70点， 上涨

1.12%。

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线飘红。 其中，食品

饮料、家用电器和银行指数涨幅居前，分别上

涨5.09%、4.38%和3.47%，医药生物、非银金

融和休闲服务指数的涨幅超过2%； 与之相

比，计算机、轻工制造、传媒和纺织服装指数

涨幅较小， 分别为0.01% 、0.39% 、0.51%和

0.56%。

wind概念指数涨多跌少，举牌指数和燃

料电池指数涨幅超过3% ， 分别为3.20%和

3.16%，北部湾、医药电商、基因检测等17个指

数涨幅超过2%；相比之下，锂电池、生物识别

和互联网营销等指数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

1.50%、0.91%和0.75%，IP流量变现、 网络安

全、卫星导航等12个指数逆势下跌。

蓝筹股成为昨日市场亮点和领涨主力，

食品饮料、 家电、 医药等二线蓝筹股强势爆

发，银行、非银金融、房地产等一线蓝筹联袂

起舞。 如果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政策

红利自上周开始对蓝筹股形成支撑， 那么近

日备受关注的万科股权之争则使得 “举牌

风” 进一步吹暖蓝筹股。一边是蓝筹股股价滞

涨，一边是险资频繁举牌，驱动市场资金跟风

炒作蓝筹股。 但蓝筹股的反弹持续性和高度

取决于增量资金， 后市量能变化将成行情重

要观测指标。

震荡盘升 风格轮动

2015年仅剩七个交易日。 上周开始市场

交投氛围回暖，但制约反弹因素依然存在。 预

计市场难以强势逆转，将在震荡中逐步回暖，

为跨年和春季行情酝酿蓄势。

在“钱多+资产荒” 逻辑不断强化的背景

下，A股市场吸引力持续，系统性风险有限。 随

着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以A股在内的新兴市

场迎来喘息，打开短线反弹窗口。与此同时，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房地产去库存和供给

侧改革的政策信号，有助提升市场风险偏好以

及蓝筹吸引力。另外，时值年底，跨年和春季行

情预期提升，年报行情预热，资金逢低布局加

仓的意愿提升，主动减仓的意愿较弱。

但市场尚不具备强势反转的条件，成交是

最直接的例证。 虽然昨日量能环比小幅提升，

但两市总成交依然未能突破万亿关口， 蓝筹

起、成长降的“跷跷板” 格局更是再度折射市

场仍属存量资金博弈格局。 可见，资金更多倾

向于在不同热点之间闪转腾挪，增量资金全面

进场做多的氛围并未形成。另外，本周三开始，

IPO新规之前最后一轮新股将发行，将对资金

面再度形成抽血扰动，加剧市场震荡。明年1月

8日大股东减持禁令到期成为一大不确定因

素，当然，如从博弈的角度考量，短期大股东做

多意愿反而抬升，但这也将加剧到期日前后的

市场波动，从而推升增量资金的观望情绪。

总体来看， 市场多空强弱对比较前期出

现改善，指数在突破半年线后剑指前期高点，

意欲向上变盘； 但囿于增量资金以及新股发

行扰动，预计短期市场将震荡盘升，逐步修正

预期和情绪，为春季行情蓄势，风格上更多呈

现蓝筹成长轮番领跑的轮动特征。 鉴于此，操

作上不宜盲目追高， 建议借助震荡和轮动逢

低布局优质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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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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牌概念股强势领涨

□本报记者 张怡

受万科股权之争的刺激，昨日举牌概念股全

面爆发，所有Wind概念板块中，举牌指数涨幅居

首，上涨3.2%，成为支撑市场的重要力量。

因被险资机构的轮番举牌，万科A自12月份

以来股价表现十分强势， 涨幅已经超过了62%。

不过由于控制权问题， 万科A在上周五紧急停

牌，公告称在2016年1月18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信息。 而万科的连续涨停，刺激近期地产股及

举牌概念股大涨，上周涨幅最大的行业就是房地

产行业。

事实上，10月份以来， 超过20家上市公司受

到机构或自然人举牌， 这些公司的股价多数表现

较好。 昨日，南玻A、金地集团、同仁堂、金风科技、

承德露露、金融街、华鑫股份等多股涨停，现身盘

后龙虎榜。

不难发现，举牌者以险资机构为主，其中安邦

系表现最为活跃； 举牌对象通常是市盈率较低的

传统行业的龙头，这些个股大多数属于盘子较大、

业绩稳定的蓝筹股， 造成了昨日市场中的二八分

化加剧。 分析人士指出，举牌概念的异动，从一定

程度上说明年底资金博弈格局下滞涨板块补涨机

会较为丰富，短线仍可关注滞涨蓝筹股，特别是品

牌效应较强、险资介入但被套的个股。

沪股通遭遇小额净卖出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沪股通余额为131.16亿元，比当日总额

度高出了1.16亿元，呈现出小额净卖出状态。 港股

通昨日的余额为 98.62亿元， 占当日额度的

93.92%。

行情来看， 昨日恒生指数低开后快速翻红走

高， 随后震荡、 涨幅收窄， 最终上涨0.17%收于

21791.68点； 上证综指则低开高走， 最终上涨

1.77%收于3642.47点。 由此，恒生AH股溢价指数

昨日早盘低迷震荡， 午后逐步走高， 最终上涨

0.9%，收报于143.89点。

个股来看， 昨日沪股通成分股中有438只个

股实现上涨，而仅有89只个股下跌。 其中，金地集

团、中铁二局、华鑫股份、同仁堂等11只个股涨

停。 相反，晶方科技、江南水务和华东电脑跌幅居

前，但均未超过4.2%。 港股通成分股中有172只个

股实现上涨，而有100只个股下跌。 其中，中国南

方航空股份、京城机电股份和白云山的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10.11%、8.69%和8.27%；相反，光启科学

下跌8.01%，是唯一一只跌幅超过5%的股票。

汽车巨头加速布局 燃料电池惹关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前一阶段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受到市场广泛

关注，在二级市场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炒作。值

得注意的是，奥迪或将在下个月举办的2016年

底特律车展上推出一款氢燃料电池SUV概念

车，丰田、现代此前均表示将于2015年商业化燃

料电池汽车。丰田、现代、本田、奥迪等汽车巨头

的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必将在资本市场掀起一

波燃料电池热潮， 投资者可重点关注产业链上

游优质的燃料电池相关供应商。

汽车巨头加速布局

根据Autobild的报道，奥迪或将在下个月

举办的2016年底特律车展上推出一款氢燃料

电池SUV概念车， 整体外观与e-tron相似，最

大的区别在于动力方式的不同，而参考e-tron

的命名方式，这款氢燃料电池车的名称或将为

h-tron。

在氢燃料电池汽车领域，奥迪其实之前也有

过不少尝试，比如在2014年洛杉矶车展上展出的

氢燃料电池版A7� h-tron概念车。 这款A7前后

轴上各安装有一个电动机，并且内置的锂离子电

池还能通过充电口充电，来作为氢燃料的补充。

与在最近几年蓬勃发展的电动汽车相比，虽

然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关注度不如前者，但其实市

面上已经有一些氢燃料电池车型了，比如现代氢

燃料电池版Tucson、 丰田Mirai以及本田将于

明年正式推出的氢燃料电池版Clarity。 当然，氢

燃料电池车如果想要进一步发展的话，燃料销售

网络的问题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大多已完成燃料电池

汽车基本性能的研发阶段，解决了若干关键技

术问题。 全球燃料电池汽车巨头丰田宣布，在

2020年底之前的市场导入初期，将无偿提供其

独有的包括燃料电池组、高压储氢罐、燃料电

池控制系统等在内的燃料电池相关专利使用

权，共计5680项，2015东京车展上，本田也正

式发布了旗下氢燃料电池车型FCV的量产版

车型Clarity。

燃料电池关注度料升温

燃料电池是一项绿色、高效、适用性广的

发电技术。 燃料电池与传统发电方式相比，不

受卡诺循环限制，因此能量转换效率高，而且

具备零排放、无污染、噪声低等优点，在交通工

具领域被视为新能源汽车的终极绿色解决方

案。 目前主流产品有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PEMFC）、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MCFC）

和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OFC）三类，可以广

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军事、航空等领域。

申万宏源证券表示，燃料电池整车成本从

2005年之前的100万美元降到现在的5-10万

美元，加上购买时的政府补贴，与纯电动车差

距不大。 Pt当量(g/kW)已经从最早的80g降低

到目前的10g左右， 达到传统汽油机三效催化

器的铂金用量水平，而丰田、通用研发的燃料

电池已经可以将Pt担量降至0.25-0.3。 2015年

美国燃料电池公共汽车的使用寿命已达到2万

小时到3万小时， 车辆的性能达到传统柴油客

车的水平，实现每天19h的运行和出勤率。日本

丰田公司的燃料电池汽车的寿命达到25年，达

到内燃机汽车的同等水平。

丰田、现代、本田等车企的燃料电池汽车

商业化必将在资本市场掀起一波燃料电池热

潮。 鉴于新能源汽车前景广阔，氢燃料电池在

中小功率领域的应用具备快速商业化潜能，市

场容量有望达到千亿美元量级。 A股市场中，

燃料电池板块的估值远低于新能源汽车，有望

令该板块进一步获得资金关注。 建议积极关注

这一主题带来的投资机会，重点关注产业链上

游优质的燃料电池相关供应商。

沪深300吸金逾132亿元

□本报记者 王威

昨日市场风格再度发生转换， 以绩优蓝筹股

为代表的大盘权重股强势崛起， 带领沪指成功冲

关3600点。 不过两市延续净流出状态，据Wind资

讯数据，昨日沪深两市共计净流出7.95亿元，

“中小创” 成为资金离场的“主战场” 。 昨日

创业板共遭遇了50.69亿元的资金净流出， 而中小

企业板的净流出规模也达到了83.74亿元。 而权重

股昨日则获得资金大举入驻，昨日沪深300的净流

入规模达到了132.56亿元，为12月2日以来的新高。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有14个板块

获得了资金净流入，银行、非银金融、食品饮料的

净流入规模均在10亿元以上，家用电器、交通运

输、建筑装饰、医药生物和公用事业的净流入额也

均超过6亿元。 而计算机、传媒、电子、化工和电气

设备昨日的净流出规模较大，均超过10亿元。

昨日净流入规模居前的个股几乎全部被

“600” 和“000” 大军给占据，其中伊利股份、中

国平安、民生银行、中信证券和格力电器的净流入

规模超过了5亿元。 辽宁成大、江特电机、西部证

券、四维图新、赣锋锂业、众和股份和天齐锂业的

净流出规模较大，均在3亿元以上。

新三板成交重返10亿元关口

□本报记者 王威

自12月9日新三板成交额降至10亿元关口

后，本周一新三板成交额重返该关口上方，合计成

交11.61亿元，为12月8日以来的新高。 其中，协议

转让股和做市转让股的成交额均出现了明显的回

升，昨日分别成交4.77亿元和6.84亿元。 三板做市

指数昨日开盘后快速走低， 期间两度反弹短暂翻

红，尾盘也再度快速拉升，但最终仍以绿盘报收，

下跌0.02%，收于1423.33点。

据东方财富Choice统计， 昨日新三板共有

862只股票成交，其中做市转让股共665只，协议

转让股197只。 昨日共有18只新三板股票的成交

额超过1000万元。 其中，协议转让股中科招商以

1.20亿元居于首位， 做市转让股联讯证券和明利

仓储的成交额也分别达到了 8483.70万元和

5547.78万元。

昨日成交的862只股票中有371只上涨，其中

共有10只股票的涨幅超过了100%， 赢鼎教育的

涨幅居首，达24640%，胜禹股份和南方阀门的涨

幅位居第二、三位，昨日涨幅分别高达5233.33%

和1391.23%。 下跌的350只股票中， 华绿生物以

94.67%居于榜首，大地生物、昌润钻石、三光科

技、远航合金和东南股份的跌幅均超过了60%。

富祥股份（300497）

均值区间：36.03-47.18元

极值区间：36.00-48.00元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化学药物研发、生

产、制造和服务的创新型制药企业。

兴业证券：36.00-48.00元

公司在抗生素细分领域具有较强的专业

化优势，建立了强有力的专业研发体系、缜密

的生产保证体系及健全的营销体系。 公司优良

的质量控制和注册申报能力将为公司未来发

展其赢得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中航证券：36.05-46.35元

公司注重自主研发与工艺引进，建立了专

业的研发体系，并同众多国内外知名药企建立

了长期稳定的产品供应关系。 此次募集的资金

主要用于他唑巴坦项目建设、 研发中心建设、

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偿还银行贷款等，将增强公

司的盈利能力。

桃李面包（603866）

均值区间：21.45-32.25元

极值区间：21.00-36.50元

公司是国内面包行业的知名企业， 通过

“中央工厂+批发” 的经营模式，生产和销售桃

李品牌的烘焙和节日食品。

中信建投：21.90-36.50元

公司现有产能利用率已接近饱和，本次募

投项目为沈阳本部面包系列产品生产基地、北

京桃李面制食品生产加工二期项目、哈尔滨桃

李面包系列产品生产基地以及石家庄桃李面

包系列产品生产基地，将为公司的销售增长提

供产能支持。

东北证券：21.00-28.00元

公司依靠“高性价比” 产品赢得了消费者

的良好口碑。 此次拟募投项目围绕主营业务进

行，注重于生产基地的建设，扩大生产能力，进

一步实现公司向全国销售的目标。

中新科技（603996）

均值区间：15.18-17.71元

极值区间：14.16-18.90元

公司主要从事平板电视与平板电脑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安信证券：14.16-16.52元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年产400万台平板

电视扩产项目、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偿还银

行贷款项目等三个项目， 将扩大平板电视产

能、增厚公司业绩、提升公司整体研发实力，并

优化资本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

财富证券：16.20-18.90元

公司液晶电视拥有丰富的产品线，产业链

上游配套企业较为齐全，在产业链下游，良好

的外向型经济环境为公司在出口、物流等方面

提供了便利条件。

奇信股份（002781）

均值区间：19.40-22.93元

极值区间：16.29-26.30元

公司是我国建筑装饰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的企业之一，主要从事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与

施工业务。

申万宏源：16.29-19.55元

募集资金用于建筑装饰部品部件模块化

生产项目、营销网络建设、设计研发中心建

设、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补充营运资金，投产

后公司建筑装饰工程施工所需的木制品、幕

墙、门窗等部件将由原来以外购为主转变为

自产为主。

银河证券：22.50-26.30元

公司不断提高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比例，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功能，并将建立覆盖全国各

区域中心城市并向周边中等城市辐射的市场

格局。

可立克（002782）

公司是一家在电源和磁性元件领域内快

速成长且具有高增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

财富证券：7.48-9.52元

公司的电子变压器、开关电源等产品为下游

厂商生产产品中的重要零配件，具备较强的不可

替代性。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向变压器生产建

设项目、电源生产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项目。

美尚生态（300495）

均值区间：63.88-73.00元

极值区间：61.95-75.20元

公司是生态修复和重构业务领先，园林景

观工程施工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综合性企业。

安信证券：65.80-75.20元

公司上市后资金实力和品牌实力增强，业务

承接能力提升，收入规模有望快速增长，全面加

强向二、三线城市的跨区发展和品牌输出力度。

申银万国：61.95-70.80元

公司募投项目包括补充工程施工业务营运

资金项目、衡阳市蒸水西堤南段风光带综合开发

建设项目(BT)、惠山苗木基地建设项目，有助于

实现产业链一体化整合目标并扩大业务规模。

■ 新股定位

烯碳新材连续涨停 五机构出货

17日复牌的烯碳新材昨日收出第三个

“一” 字涨停，但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前

五大卖出席位均为机构专用。

烯碳新材12月17日复牌以来，连续三个交

易日“一” 字涨停，昨日收报11.86元。 根据12月

16日晚间公告，烯碳新材拟6.1亿元并购晨阳碳

材，转型打造碳烯产业链，驱动股价连续涨停。

深交所昨日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烯

碳新材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普通营业部席位，

买入金额在7715.00万元至3242.54万元不等；

前五大卖出席位则全部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

金额分别为1.43亿元、1.36亿元、1.30亿元、1.18

亿元和1.18亿元。

国泰君安研报指出， 烯碳新材打造了从技

术发现-研发-产业化链条，这为未来公司在石

墨烯领域技术研发和整合提供了对接， 未来公

司在新材料领域的布局将进一步加速。不过，昨

日五机构大举卖出，主力获利离场迹象明显，筹

码出现松动，预计烯碳新材可能难以延续“一”

字板走势，短期震荡概率加大。（李波）

机构积极买入 格力电器涨停

昨日， 格力电器小幅高开之后快速上行，随

后高位震荡，最终在尾盘涨停，以22.99元报收。

其成交额昨日达到了65.68亿元，环比明显放量。

龙虎榜数据显示， 昨日6个机构专用席位

出现在格力电器的买卖金额最大行列。 其中，

买入金额最大的前两名均是机构专用席位，买

入金额分别为11.02亿元和1.28亿元。 与此同

时，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出现了四名机构

专用席位， 卖出金额分别为4.98亿元、1.79亿

元、9077万元和5952万元。

昨日格力电器突然涨停，受到两方面消息刺

激，一是媒体报道称，深港通方案已经准备就绪，

下一步交易所将推动深港通落地和基金通落实，

推动跨境并购，完善深港基金互认，建设跨境金

融基础设施。二是受到险资频频举牌品牌蓝筹股

的刺激，优质品牌收到投资者更多关注，昨日表

现强于大盘。 相对于中小盘题材股，格力电器品

牌价值突出、业绩稳定、相对滞涨，因而补涨动力

也较强，短线仍有望维系强势。（张怡）

攀钢钒钛连续三涨停

继上周四和上周五连续涨停之后，本周一

攀钢钒钛延续强势格局，高开短暂回落后就再

度冲上涨停板， 最终以4.22元的涨停价报收。

当日成交额为23.46亿元，环比明显放量；换手

率为11.79%，较此前几日也明显提升。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攀钢钒钛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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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亿元、1.05亿元和5511.19

万元；此外还有安信证券南昌胜利路营业部和

平安证券广州新港中路营业部买入金额超过

了4000万元。 而同时，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

全部是券商营业部，光大证券佛山季华六路营

业部卖出9077万元，金额最高。

对于攀钢钒钛的异军突起， 分析人士指出

主要系两方面原因所致。作为钢铁股，攀钢钒钛

积极推进升级转型，涉足电池领域研究试验，据

悉攀钢与普能集团、 万里通公司研发出了一种

千瓦级的钒电池产品已经批量生产， 还有一款

兆瓦级的钒电池产品处于商业化示范阶段，因

而使得公司股价获得资金追捧。（张怡）

■ 异动股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