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扎堆买入三毛派神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强势反弹，个股迎来普涨，其中三毛派神强势涨停，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五机构买入该股。

三毛派神昨日低开后，震荡低位震荡，不过伴随着指数反弹，该股股价也震荡翻红，午后涨幅扩大，封死涨停板至收盘，收报于

25.69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三毛派神的成交额为3.36亿元，较此前小幅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三毛派神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机构， 分别买入2547.28万元、2047.36万元、1152.72万元、

1149.97万元和1058.70万元。 昨日卖出三毛派神金额前五的席位中，也有一家机构现身，卖出1123.88万元，排在第四位，其余均为

券商营业部。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机构扎堆买入助力三毛派神强势涨停，不过此前股价调整尚不充分，短期有震荡整固的需要。

机构博弈 盘江股份振幅超20%

昨日市场全面反弹，普涨特征明显，采掘板块成分股也全线上扬。其中盘江股份昨日盘中一度由跌停到涨停，振幅高达20%，

居于A股前列。 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机构的激烈博弈是造成昨日股价巨震的重要原因。

盘江股份昨日大幅低开于8.10元，盘初股价快速跳水，并一度跌至8.10元，触及跌停盘，而后股价企稳回升，并于10点30分左

右翻红并一路震荡走高，尾盘一度摸高9.90元，触及涨停板，但临近收盘涨势有所回落，最终收于9.71元，上涨7.89%，并一举站上

120日均线位置。 昨日盘江股份合计成交5.5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小幅放量。

盘后公开信息显示，机构投资者昨日展开激烈博弈。昨日盘江股份的前五大买入席位中，除第五位为浙商证券东阳新南路营

业部外，前四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分别买入了5344.99万元、1842.52万元、1474.65万元和1028.38万元；昨日该股五大卖出席位中

的第一、三、五位同样为机构专用席位，分别卖出2248.75万元、968.07万元和926.13万元，另外两大卖出席位则分别被平安证券深

圳深南大道营业部和华泰争取证券上海黄河路营业部占据。 整体来看，机构投资者买入力度大于卖出力度，显示对该股未来看好，

因此短期仍有望有所表现。 但估值修复后，供给侧改革下去库存、去产能进度能否超预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

追涨。 （王威）

大股东增持 三力士涨停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受益于大股东增持的利好消息，昨日三力士平开后震荡上行，此后维持高位震荡，午后伴随着成交额的放大，股价再度拉升，尾

盘封死涨停板至收盘，收报于17.44元。 值得注意的是，三力士昨日的成交额为7.92亿元，较此前缩量。

三力士于1月13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总经理吴琼瑛女士通知，其已于1月13日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本公司股票

91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40%，增持金额为1.52亿元。 同时实控人之一吴琼瑛承诺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分析人士指出，大股东增持，加之此前公司无人潜航器5亿元的定增项目，实控人认购80%锁3年，彰显实控人对公司中长期发

展的坚定信心。 此外，公司合作的王增斌团队在该领域研发能力国内领先，未来军民技术成果产业化转移有望超预期，短期该股有

望保持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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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股通再遭小额净卖出

□

本报记者 王威

继周三获得资金净流入后，昨日沪股通再度

转为资金净流出，但金额相对较小。 据Wind资讯

数据，昨日沪股通净流出金额仅为0.23亿元，额度

余额占比100.18%。 港股通则继续获得资金净流

入，且金额较前两个交易日明显放大，昨日净流

入了12.63亿元，已用额度占比12.03%。

不过沪港两市大盘再度呈现分化特征。 上

证综指低开后一度跌破2900点， 逼近去年的阶

段低位，此后受到中小盘成长股回暖的带动，大

盘企稳翻红，并于午后加速上攻，一举收复3000

点关口，上涨1.97%，收报3007.65点。 恒生指数

则大幅低开，再度失守20000点，早盘跌逾2%触

底后逐步回升，但始终维持绿盘震荡走势，最终

收报19817.41点，下跌0.59%。 由此，恒生AH股

溢价指数昨日上涨1.21%，收于140.73点。

沪股通标的股昨日有522只上涨，15只下

跌，哈药股份、飞乐音响、哈投股份、中航动力等

9只股票涨停，另有74只标的股的涨幅超过5%。

港股通昨日则有84只上涨，193只下跌，其中中

海发展股份和华宝国际的涨幅在5%以上，昨日

分别上涨5.81%和5.66%。

网络安全概念爆发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低开高走大幅反弹， 题材炒

作全面升温，网络安全概念强势爆发。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135个概念指数全

线飘红，其中，网络安全指数大涨7.02%，涨幅

居首。 成分股中，拓尔思、启明星辰、绿盟科技、

东方通、任子行涨停，天喻信息、美亚柏科和蓝

盾股份涨幅较大， 分别为 9.20% 、8.46%和

8.27%，证通电子和飞天诚信涨逾7%，立思辰、

国民技术、北信源、宝信软件、同方股份和浪潮

信息的涨幅超过5%。

网络安全概念大涨主要缘于超跌反弹动能

和明确的行业前景。今年以来，网络安全指数大

幅下挫，表现垫底。 即便昨日大幅领跑，年初至

今的累计跌幅也高达28.27%，在涨跌幅榜位居

倒数第二位。 随着情绪的修复和技术性反弹的

启动， 严重超跌的网络安全概念自然成为抄底

和自救资金的首选，展开强势反攻。

从行业发展来看， 随着互联网经济成为中

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安全已经上升至国

家战略高度， 对网络安全的投资将持续快速增

加，相关扶持政策和法律法规也将陆续出台。未

来行业发展空间巨大， 部分被错杀的龙头股正

在迎来低吸良机。

创业板指数强势反弹

□

本报记者 李波

创业板指数昨日低开高走， 大涨逾5%，

在两市主要指数中涨幅居首， 逼近2200点。

个股大面积涨停，赚钱效应显著回升。

昨日创业板指数以1991.23点低开后震

荡上行并翻红，午后涨幅持续扩大，最高升至

2179.38点，收报2175.01点，上涨5.59%。 创业

板指数昨日成交378.84亿元，量能环比放大。

昨日正常交易的443只创业板股票中，

有434只上涨，其中，昌红科技、英唐智控、拓

尔思、康耐特、天瑞仪器、新国都等60只股票

涨停，星河生物、亿纬锂能、广生堂、中元华

电等18只股票的涨幅超过9%， 共有317只股

票涨幅超过5%。9只下跌股票中，光环新网和

科新机电跌停，赛摩电气下跌5.46%，其余个

股跌幅均在4%以下。

连续下跌后，昨日创业板指数终于大幅

反弹，强势收复5日均线，量能也环比放大。

由于前期跌幅较大，因此创业板反弹力度强

于主板，短期有望延续升势。不过，市场情绪

尚未完全转向积极， 风险偏好仍待修复，行

情难以就此反转。 在超跌反弹动能释放后，

创业板预计仍将继续震荡寻底。

情绪显著回暖 净流入格局再现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绝地反击， 沪综指收复3000

点，创业板指大涨逾5%。 据Wind资讯统计，昨

日沪深两市净流入78.84亿元，结束了此前连续

18个交易日的净流出。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

有21个实现净流入， 计算机和传媒的净流入规

模超过10亿元。分析人士指出，资金全面回流折

射市场情绪回暖，抄底热情升温，不过昨日量能

未能有效放大，也反映出增量资金心态犹疑。 短

期市场步入技术修复阶段， 但行情难以就此反

转，后市或仍将震荡寻底。

资金净流入格局再现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低开后震荡反弹， 午后

翻红，涨幅持续扩大。 沪综指收复3000点，中小

创爆发领涨，市场人气回暖。 截至收盘，上证综

指报 3007.65点， 上涨 1.97% ； 深证成指报

10344.94点，上涨3.67%；中小板指数报6842.09

点，上涨3.63%；创业板指数报2175.01点，上涨

5.59%。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沪深两市净流入

78.84亿元，此前连续18个交易日的净流出格局

得以扭转。 其中，特大单净买入81.70亿元，尾盘

净流入46.92亿元，为去年12月15日以来最大尾

盘净流入额。

沪深300、中小板和创业板全面实现净流入

格局。 具体来看， 沪深300昨日净流入17.04亿

元，结束了此前连续5个交易日的净流出，净流

入个股从1月13日的56只增至146只。 中小板在

连续18个交易日净流出后，昨日净流入26.52亿

元， 资金净流入个股从13日的113只大幅增至

388只。 创业板昨日净流入38.85亿元，此前已连

续净流出9个交易日，资金净流入个股从13日的

67家大举增至337家。

大盘五连阴并逼近2850低点后，昨日终于

展开绝地反击收出中阳，中小创全面爆发。 昨

日资金结束了延续多日的净流出， 实现净流

入，反映资金情绪显著回暖，抄底热情全面抬

头。 技术面来看，此前连续大幅下跌导致短期

超卖严重，技术性修复行情一触即发。 不过，昨

日量能并未有效放大，反映增量资金心态依然

犹疑。 鉴于技术面连续破位，且人气需要较长

时间修复，加上注册制、减持、经济疲弱、汇率

波动等压力挥之不去， 预计行情难以就此反

转。 短期市场步入修复时间窗，但技术反抽和

套牢盘自救的成分居多，后市预计仍将延续震

荡筑底走势。

行业大面积净流入

昨日行业和个股均实现大面积净流入，赚

钱效应显著提升， 并且资金净流出品种的流出

规模也较此前明显下降。

据wind资讯统计，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

块中，有21个板块昨日实现净流入，其中，计

算机和传媒板块的净流入规模超过10亿元，

分别为19.28亿元和12.30亿元， 机械设备、非

银金融和电子板块紧随其后，分别净流入6.76

亿元、6.56亿元和6.09亿元，医药生物、电气设

备和采掘板块的净流入规模超过4亿元。 与之

对比，7个资金净流出板块中， 食品饮料和银

行板块的净流出规模居前，分别为2.01亿元和

1.08亿元，家用电器、农林牧渔、休闲服务和轻

工制造板块也遭遇净流出， 规模分别为

9821.47万元、6938.88万元、4917.23万元和

450.61万元。

个股方面， 昨日共有1408只股票实现资金

净流入，其中，东方财富、梅雁吉祥和掌趣科技

的净流入额居前， 分别为3.73亿元、2.70亿元和

2.00亿元，银之杰、银宝山新、天齐锂业和赣锋

锂业等其余10只股票的净流入金额超过1亿元；

1147只遭遇资金净流出的股票中， 光环新网净

流出规模最大， 为1.26亿元， 中国一重净流出

9661.73万元，新潮实业、露笑科技、东方航空、

贵州茅台、海洋王、陆家嘴和格力电器的净流出

规模在7000万元以上。

“中小创” 强劲反弹 筑底路转机在望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四A股大幅低开，上证综指早盘更一

度逼近2850.71点的阶段低位， 但受到 “中小

创” 成长股的强势回暖带动，市场出现快速上

扬，各主要指数均出现反弹走势，市场普涨特

征也再度显现。 从本周盘面情况来看，本周市

场下跌时量能显著萎缩显示下跌意愿减缓，鉴

于2015年两次急速调整后市场均呈现权重股

加“中小创” 轮动格局，才完成筑底及反弹，因

而短期市场底部料将逐渐探明， 市场转机在

望。 但利空因素依然有所扰动，短期市场料呈

现底部震荡整理走势。

触底回升 沪指重返“3时代”

日K线收出五连阴后， 昨日A股大幅低

开， 盘初一度逼近2015年下半年的阶段低

位，但受到中小盘题材股活跃带动，市场逐

步震荡走升，行业概念全面回暖，普涨格局

再现。

上证综指昨日惯性大幅低开 2.56%于

2874.05点，直接失守2900点关口，盘初一度跌

近3%，下探2867.55点，距离2015年8月26日创

下的2850.71点的阶段低位仅一步之遥， 而后

在权重股的推动下展开反弹，但量能未出现有

效跟进，因而反弹力度偏弱，午后以新兴产业

为主的“中小创” 品种强势接棒，中小盘品种

的活跃迅速带动整体市场，大盘随后逐级震荡

走高，并一举收复了3000点，尾盘摸高3012.29

点后小幅回落， 最终收于3007.65点， 上涨

1.97%，增幅达4.91%。

深市各主要指数表现明显更强，其中深证

成指昨日上涨3.67%，收于10344.94点。“中小

创”则成为反弹的“领头羊” ，创业板指昨日在

低开逾5%，下破2000点之后一路震荡上扬，接

连收复2000点和2100点， 最高触及2175.38

点，最终收报2175.01点，涨幅高达5.59%，日涨

幅创下了2015年11月4日以来的新高。 与之类

似，中小板综指昨日也一度跌逾3%，最终上涨

3.61%，收于10747.23点。

昨日市场普涨特征显著。 28个申万一级

行业板块全线飘红，其中国防军工、计算机、

传媒和电子指数的涨势强劲， 昨日分别上涨

5.94%、4.98%、4.50%和4.44%。 涨幅靠后的

基本为权重蓝筹板块， 但除了银行和交通运

输板块昨日分别上涨0.52%和1.68%外，其余

行业指数的涨幅均超过2%。 135个Wind概念

板块昨日也全面上扬，网络安全、人工智能、

生物识别、智能穿戴、锂电池等9个概念指数

的涨幅超过6%，另有15个概念指数的涨幅在

5%以上。 两市共有2452只股票上涨，仅95只

股票下跌。 不仅个股纷纷反弹，涨停板家数也

较此前大幅增加，昨日共有129只股票封死涨

停板。 由此，两市量能也均出现小幅放大，沪

深两市昨日分别合计成交 2180.14亿元和

3342.38亿元。

止跌征兆显现

在开年极端走势之后，本周市场开始陆

续出现止跌信号。 一方面，上周市场下跌时

的市场量能，本周股指回落的过程中，资金

跟进脚步滞后，两市缩量特征显著，这也表

明了场内资金恐慌情绪明显缓解， 资金杀

跌热情降温， 因而市场下跌的意愿也开始

减缓。

另一方面，领涨的品种发生了改变。 上周

指数连续下挫过程中，市场主要的领涨品种是

煤炭、钢铁、有色等供给侧改革主题下的超跌

大盘股， 然而当前场外资金入场意愿低迷，场

内博弈格局下，市场资金量难以维持其连续走

强，而且行业景气度短期内难以提升。 本周市

场领涨的核心逐步开始过渡至业绩预期向好、

符合政策推动的“中小创” 成长股当中，这些

股票的走强对于市场的人气恢复以及赚钱效

应的回归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对比2015年7月及8月市场的两次急

速调整来看，两次市场反弹均是在部分大盘权

重股带动后，“中小创” 品种配合轮动，进而带

动市场活跃性提升，从而完成筑底以及后续的

反弹。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将很快展开快速、

连续反弹过程，除了包括汇率波动风险、限售

股解禁潮、注册制加速推进以及经济底部徘徊

等利空因素当前有所缓解， 但并未完全消除，

对市场的扰动也依旧存在。而且无论从去年市

场大跌后走势，还是资金心态的修复及充分换

手的需要，短期内市场企稳后维持底部震荡整

理格局的可能性较大。

两融余额或止步九连降

□

本报记者 张怡

1月13日，融资融券余额回落到了10262.85

亿元，环比下降了188.02亿元。 这已经是两融余

额连续第九个交易日下降， 相对于阶段高点

1.21万亿元已经回落了1848亿元。 不过，随着昨

日行情的反弹，市场人气被重新激活，预计两融

连续回落的态势将暂停，市场底部震荡期间，两

融也将随着行情而波动。

两融余额九连降

据Wind数据，昨日，两融余额再度环比回

落。 其中，融资余额为10239.76亿元，环比下降

了187.62亿元；融券余额为23.09亿元，环比下降

了0.4亿元。

融资热度连续降温，融资买入额持续下降。

1月13日的融资买入额为391.62亿元，这是去年

以来仅次于1月7日和去年9月30日的第三低点。

由于1月7日市场仅仅交易不到20分钟便由于熔

断机制而提前结束交易， 因而当天的两融数据

实际上不具备代表意义。 总体而言，1月13日的

融资买入额是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 与此同

时， 融资偿还额也节节回落， 昨日为579.24亿

元，处于去年以来相对低点。融券余额也节节回

落，至1月13日已经低至23.09亿元，这是2015年

以来的最低点。

随着行情的走低和两融的回落， 空方的连

续宣泄已经接近尾声，昨日，市场出现触底反弹

迹象，行业和概念板块全面收红。特别是伴随着

计算机、传媒和电子行业的强势反弹，创业板指

领涨主要指数，市场人气由此也被激活。兴业证

券首席策略分析是张忆东表示， 反弹时间窗口

的左侧信号已经出来了， 但是当前的交易容易

踏错节奏。

分析人士指出，经过连续下跌之后，市场已

经处于超卖状态，超跌反弹随时可能发生，但短

线的反弹并不意味着市场已经完成筑底， 短线

行情的反复仍将上演，投资者需保持谨慎心态，

高抛低吸短线参与。 两融是市场情绪和交易活

跃度的晴雨表，预计两融余额将止住单边跌势，

短线随着行情呈现底部震荡格局。

全部行业遭遇净偿还

从行业来看，1月13日，全部的申万一级行

业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融资净偿还。 其中，休

闲服务和钢铁行业的净偿还额较小， 分别为

3429万元和9520万元，其余行业的净偿还额均

超过了亿元。 相对而言，非银金融、计算机和房

地产行业的净偿还额较高， 分别达到了19.46

亿元、13.98亿元和13.08亿元。 同时， 传媒、电

子、医药生物和有色金属行业的净偿还额也均

超过了10亿元。

个股方面，1月13日飞乐音响、鞍钢股份、中

源协和和宝钢股份的融资净买入额居前， 分别

为 1.02 亿 元 、7789.49 万 元 、5736.41 万 元 和

5001.27万元；相对而言，中国平安、中信证券、

东方财富和安信信托的净偿还额居前， 分别为

3.70亿元、2.43亿元和2.21亿元。

今年以来，非银金融、计算机和医药生物

行业的累计融资净偿还额已经分别达到了

166.76亿元、111.34亿元和106.11亿元。个股方

面，中信证券、中国平安和同方股份的融资净

偿还额最高， 分别为21.67亿元、12.51亿元和

10.26亿元。

ETF方面，1月13日华泰柏瑞沪深300ETF

的两融余额回落至了302.52亿元， 当日遭遇了

融资净偿还额1.40亿元；今年以来，该标的ETF

的融资净偿还额已经累计达到了24.20亿元。

国防军工板块领涨

□

本报记者 张怡

经过此前的深幅调整后， 国防军工行业昨

日强势反弹，上涨5.94%，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

行业中位居首位。

国防军工指数昨日低开之后逐步震荡上

行， 午后随着大盘的上扬而翻红， 随后震荡攀

升，成为涨幅榜首位。 而前几日，国防军工行业

的回调十分凌厉，继1月7日下跌9.52%之后，在

11日跌幅又达8.78%，其中个股频现跌停潮。 1

月13日该指数又下跌了5.76%。

而实际上，国防军工行业本身催化剂较多，

除了高端装备制造、 航空航天相关技术创新应

用外，军民融合、军队改革、军工科研院所改制等

也时时引发局部热潮。 日前中央军委近日印发

了《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其中指

出2016年组织实施军队规模结构和作战力量体

系、院校、武警部队改革，基本完成阶段性改革任

务；2017年至2020年，对相关领域改革作进一步

调整、优化和完善，持续推进各领域改革。

近期国防军工板块趋于沉寂， 鲜少有较为

强势的表现。不过连续快速调整后，国防军工板

块整体估值已经回归至行情启动前的水平，在

军改主题推动下，值得中长期布局。

新三板成交额

创9个月新高

□

本报记者 张怡

经过连续几日的缩量下跌之后， 昨日新三

板合计成交额放量，合计成交额超过了21亿元，

创下2015年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值。 其中，东海

证券单只个股的成交额就达到了14.48亿元，由

此成为新三板历史上成交最为活跃的个股。

昨日，新三板中共有833只个股发生交易，合

计成交额为21.78亿元。 其中，东海证券成交额最

高，达到了14.48亿元，其股价上涨1.34%收于9.83

元；联讯证券、卫东环保和明利仓储的成交额也居

前列， 分别成交了5692万元、5328万元和2402万

元。 此外还有15只个股的成交额超过了千万元。

不过个股来看依然是涨少跌多， 昨日新三

板中仅有297只个股实现上涨，而多达435只个

股下跌。 其中， 赢鼎教育和千叶珠宝的涨幅最

高，分别上涨了47.59倍和14.80倍，七彩云南、

健龙生物和立特营销的涨幅也均超过了5倍。

相对而言，文正股份和润天智的跌幅居前，分别

下跌了85.79%、81.20%。

指数方面， 三板做市指数继续缩量回落，下

跌0.54%收于1330.41点，成交额为3.89亿元。三板

成指昨日下跌0.53%收于1384.92点； 成交额为

19.31亿元，也创出去年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值。

大股东增持 三力士涨停

受益于大股东增持的利好消息， 昨日三力

士平开后震荡上行，此后维持高位震荡，午后伴

随着成交额的放大，股价再度拉升，尾盘封死涨

停板至收盘，收报于17.44元。 值得注意的是，三

力士昨日的成交额为7.92亿元，较此前缩量。

三力士于1月13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总经理吴琼瑛女士通知，其已于1月13日通

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本公司股票919.9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1.40%，增持金额为1.52亿元。

同时实控人之一吴琼瑛承诺6个月内不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分析人士指出，大股东增持，加之此前公司

无人潜航器5亿元的定增项目， 实控人认购80%

锁3年， 彰显实控人对公司中长期发展的坚定信

心。 此外，公司合作的王增斌团队在该领域研发

能力国内领先，未来军民技术成果产业化转移有

望超预期，短期该股有望保持强势。（徐伟平）

机构扎堆买入三毛派神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强势反弹， 个股迎来普

涨，其中三毛派神强势涨停，盘后公开交易信息

显示，五机构买入该股。

三毛派神昨日低开后，低位震荡，不过伴随

着指数反弹，该股股价也震荡翻红，午后涨幅扩

大，封死涨停板至收盘，收报于25.69元。 值得注

意的是，昨日三毛派神的成交额为3.36亿元，较

此前小幅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三毛派

神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机构，分别买入2547.28

万元、2047.36万元、1152.72万元、1149.97万元

和1058.70万元。 昨日卖出三毛派神金额前五的

席位中，也有一家机构现身，卖出1123.88万元，

排在第四位，其余均为券商营业部。

分析人士指出， 短期机构扎堆买入助力三

毛派神强势涨停，不过此前股价调整尚不充分，

短期有震荡整固的需要。 （徐伟平）

机构博弈 盘江股份振幅超20%

昨日市场全面反弹，普涨特征明显，采掘板

块成分股也全线上扬。 其中盘江股份昨日盘中

一度由跌停到涨停，振幅高达20%，居于A股前

列。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机构的激烈博弈是造

成昨日股价巨震的重要原因。

盘江股份昨日大幅低开于8.10元， 盘初股

价快速跳水，并一度跌至8.10元，触及跌停盘，

而后股价企稳回升， 并于10点30分左右翻红并

一路震荡走高，尾盘一度摸高9.90元，触及涨停

板， 但临近收盘涨势有所回落， 最终收于9.71

元，上涨7.89%，并一举站上120日均线位置。 昨

日盘江股份合计成交5.50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

小幅放量。

盘后公开信息显示， 机构投资者昨日展开

激烈博弈。 昨日盘江股份的前五大买入席位中，

除第五位为浙商证券东阳新南路营业部外，前

四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分别买入了5344.99万

元、1842.52万元、1474.65万元和1028.38万元；

昨日该股五大卖出席位中的第一、三、五位同样

为机构专用席位， 分别卖出 2248.75万元、

968.07万元和926.13万元，另外两大卖出席位则

分别被平安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和华泰争

取证券上海黄河路营业部占据。整体来看，机构

投资者买入力度大于卖出力度， 显示对该股未

来看好，因此短期仍有望有所表现。但估值修复

后，供给侧改革下去库存、去产能进度能否超预

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

涨。（王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