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条 异动股）机构抛售 中国天楹复牌跌停

停牌两个多月的中国天楹17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收购德国再生能源企业EEW公司的竞标活动中，因最终报价与竞争

对手北京控股有较大差距而未能中标，决定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于2月18日起复牌。

昨日中国天楹直接以跌停价开盘，盘中虽几度开板，跌幅也一度收窄至7%以内，触及14.38元，但最终仍难挡巨大抛压，于尾盘

再度封死跌停，收报13.82元。不过中国天楹昨日成交额仅次于2015年7月20日，创下了历史第二高位，合计成交高达9.66亿元，换手

率也达到了17.22%。

盘后公开信息显示，昨日有三家机构集中卖出该股。 昨日买入该股的五大席位中，前四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席位，买入金额介于

938万元至2768万元之间，第五大买入席位为华泰证券江西分公司，买入了702.85万元。 而昨日卖出的五大席位当中，第一、第三和

第五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分别卖出了1.28亿元、7321.15万元和2574.74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公司停牌期间市场出现明显下跌过程，因此公司股价短期补跌压力较大。 不过公司此前发布的业绩预告显示，

由于盈利能力提升、销售额大幅增加及并购等因素，2015年公司业绩增长26.85%-43.99%。 业绩大幅增长，再加上公司此前非公开

发行的定增价格为14.26元，安全边际较高，投资者也无须过于悲观。 （王威）

两融配表

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居前的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三日涨跌幅

（%）

三日融资买入额

（亿元）

占成交额比重

2月17日融资买入额

（亿元）

占成交额比重

002428.SZ 云南锗业 有色金属 11.01 5.01 39.27% 1.91 44.65%

000551.SZ 创元科技 机械设备 7.50 1.03 38.36% 0.34 31.97%

300053.SZ 欧比特 电子 10.73 4.45 35.00% 1.64 30.07%

600382.SH 广东明珠 机械设备 7.35 1.16 34.65% 0.69 39.66%

000537.SZ 广宇发展 房地产 5.71 0.91 34.15% 0.35 32.78%

600543.SH 莫高股份 食品饮料 5.38 0.44 32.98% 0.15 27.54%

600218.SH 全柴动力 机械设备 4.22 0.48 31.57% 0.17 29.83%

300128.SZ 锦富新材 电子 6.78 1.47 31.53% 0.43 22.26%

600976.SH 健民集团 医药生物 3.93 0.38 31.37% 0.18 32.11%

600588.SH 用友网络 计算机 7.54 5.18 30.82% 1.52 25.96%

600728.SH 佳都科技 计算机 9.15 2.83 29.80% 0.98 25.27%

000043.SZ 中航地产 房地产 5.69 1.39 29.77% 0.53 29.32%

002393.SZ 力生制药 医药生物 4.26 0.99 29.71% 0.39 28.27%

002275.SZ 桂林三金 医药生物 5.08 0.37 29.65% 0.12 25.60%

000758.SZ 中色股份 有色金属 3.94 2.07 29.31% 0.62 28.22%

002556.SZ 辉隆股份 化工 6.83 1.90 29.30% 0.79 30.91%

002579.SZ 中京电子 电子 8.32 0.74 29.29% 0.23 21.55%

（四条 异动股）机构卖出先导智能

昨日沪深股市震荡回落，场内个股出现分化，不过部分次新股表现抢眼。 其中，先导智能连续上攻，昨日更是再度涨停，不过盘

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有两家机构卖出该股。

先导智能昨日跳空高开后，维持高位震荡走势，11时20分左右，成交额显著放大，股价封死涨停板至收盘，收报122.12元，股价

刷新历史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猴年以来，先导智能股价表现抢眼，四个交易日里三日涨停，且成交额不断放大，昨日成交额达到

9.58亿元，刷新了2015年6月9日的新高。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先导智能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席位，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泉州百源路证券

营业部的买入金额最大，为3869.33万元，其余券商营业部的买入金额则均不足3000万元。 昨日卖出先导智能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两

家机构专用席位现身，分别卖出4799.49万元和3470.93万元，排在第一位和第三位。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次新股，先导智能的高送转预期较强，短期强势冲高，不过股价刷新历史新高后，震荡整固压力开始增加。

（徐伟平）

（四条 异动股）永贵电器复牌跌停 机构出货

停牌4个月的永贵电器昨日复牌跌停，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有四家机构卖出该股。

永贵电器周三盘后发布公告， 拟支付现金4.17亿元， 并以30.63元/股发行2043.10万股， 共计作价10.43亿元， 收购翊腾电子

100%股权。 同时，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8.5亿元。 不过永贵电器昨日以29.80元低开，弱势震荡后封死涨停板，收

报28.17元。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永贵电器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营业部席位席位，买入金额分别为684.24万元、678.80万元、

373.00万元、359.06万元和333.76万元；前五大卖出席位中，首席为营业部席位，卖出1696.11万元，其余四席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分

别卖出1427.18万元、1210.42万元、1153.74万元和1060.96万元。

中金公司研报指出，永贵电器2015年业绩低于预期，对翊腾电子的收购对价合理，业绩增厚显著。 不过昨日有四家机构集中卖

出该股，短期补跌压力或将继续释放。 （李波）

（四条 异动股）机构博弈 仪电电子连续涨停

继周二上涨、周三涨停之后，昨日仪电电子再度强势封板，收于涨停价10.84元。在盘后龙虎榜中，机构席位身影频繁闪现，凸显

出资金高度关注该股。

昨日仪电电子高开震荡，上午表现较为平淡，不过午后13时10分之后买盘突然变得十分积极，推升股价快速封住涨停板，并维

系至收盘。 昨日成交额为5.87亿元，环比上一日增长了一倍多。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仪电电子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累计买入金额分别为

4617万元、3975万元和1030万元；而同时，卖出金额最大的也是机构专用席位，卖出了3288万元。 近三个交易日，累计买入金额最

大的也是上述第一名和第二名机构专用席位，而累计卖出金额最大的是国泰君安上海福山路营业部，金额是9512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各地的两会正在召开，上海市提出，推动一批国有企业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推进一批国企集团整体上市或

核心资产上市，基本完成符合条件的国企集团公司制改革。 这引发了市场对上海本地国企股的改革预期，短线内机构资金高度关

注，有望保持活跃。 （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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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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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出近百亿元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两市昨日净流出金额接近百亿元，达

到97.01亿元。其中早盘净流出3.96亿元，尾盘净

流出30.80亿元，全天整体呈现净流出格局。 值

得注意的是，猴年以来，沪深股市资金流向状况

出现好转，2月16日更是出现262.49亿元资金净

流入。其余几日的净流出金额也不足10亿元。昨

日净流出规模突然放大，再次逼近百亿元。显示

在反弹数日后， 部分资金兑现利润的意愿开始

增强，市场可能就此进入震荡整固阶段。

资金净流出逾97亿元

猴年以来， 沪深股市资金流向状况出现明

显好转，净流出规模减少，在2月16日更是出现

超过200亿元的资金净流入。不过昨日沪深两市

净流出金额激增，达到97.01亿元，再次逼近百

亿元关口。

分市场板块来看，沪深300连续两个交易日

净流入后， 昨日出现净流出， 净流出金额达到

14.62亿元，开盘实现5.45亿元资金净流入，但尾

盘出现9.18亿元净流出， 整体流出规模相对有

限。沪深300昨日净流入家数为138家，较前一个

交易日减少了25家。 中小板净流出金额显著扩

大， 达到32.34亿元， 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

29.04亿元，开盘和尾盘均出现净流出，分别为

8186.69万元和8.57亿元，净流入家数为257家，

较前一个交易日减少了85家。 创业板净流出金

额同样显著，达到26.33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

增加了9.09亿元， 开盘和尾盘净流出金额分别

为2.18亿元和6.57亿元，净流入家数为134家，较

前一个交易日减少了35家。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有5个行业板块

实现资金净流入，建筑装饰、钢铁和银行板块的

净流入金额居前，超过1亿元，分别为1.65亿元、

1.43亿元和1.19亿元。在出现资金净流出的23个

行业板块中，计算机行业的净流出金额居首，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达到18.49亿元。 电子、机

械设备、化工、医药生物、传媒、通信、国防军工

和农林牧渔的净流出金额居前，超过5亿元。 电

气设备、汽车、食品饮料和交通运输板块的净流

出金额超过3亿元。

行业板块的涨跌幅与资金流向的情况趋

同，申万建筑材料、钢铁、综合、纺织服装、采掘、

房地产、轻工制造和农林牧渔指数实现上涨，但

涨幅相对有限，均为超过1%。 申万国防军工、通

信、休闲服务和计算机指数跌幅居前，分别下跌

1.71%、0.88%、0.82%和0.78%。

博弈局部热点

昨日正常交易的2567只股票中，有977只股

票的实现资金净流入， 中毅达的净流入金额居

首，超过2亿元，达到2.65亿元。 10只股票的净流

入金额超过1亿元，两市共34只股票的净流入金

额超过5000万元。 在出现资金净流出的1590只

股票中， 航天科技和中国天楹的净流出金额超

过2亿元， 分别为2.30亿元和2.22亿元。 游久游

戏、西部证券、海康威视等15只股票的资金净流

出额超过亿元， 合计63只股票的资金净流出额

超过50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净流入金额前五的股票分

别为中毅达、海伦钢琴、同济科技、博瑞传媒和

川大智胜，这5只股票均涨停。由此来看，虽然市

场整体呈现出净流出态势， 但资金并不是集体

撤离，而是选择在局部制造热点，使得市场人气

保持活跃。

分析人士指出，猴年以来，沪综指收出三根

中阳线，强势表现，周涨幅超过百点，部分个股

更是连续涨停，在积累了一定的利润后，资金短

线获利了结的意愿显著提升。 市场可能会就势

进入震荡整固， 但在震荡蓄势后指数仍有望延

续升势。

创业板指数

下破2200点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在2200点附近震荡两日后，创业板指数昨

日冲高回落，下破2200点，不过成交额维持在

相对高位。

创业板指数昨日小幅高开后，震荡上行，最

高上探至2239.91点，不过随后出现跳水，震荡

翻绿， 并维持低位震荡走势， 尾盘跌幅有所扩

大，收报2190.91点，下跌1.10%。 值得注意的

是，昨日创业板指数的成交额为328.18亿元，维

持在相对高位。

昨日正常交易的445只股票中，有116只股

票实现上涨，星河生物、先导智能、苏州设计等

12只股票涨停，共有21只股票涨幅超过5%。 在

下跌的327只股票中， 永贵电器跌停， 凯发电

气、金利华电和宜通世纪跌幅超过5%，一共47

只股票跌幅超过3%。

分析人士指出， 节后创业板指数走出三连

阳，一举站上2200点，期间成交额也出现放大。

不过在连续上攻后，震荡整固压力开始增加，场

内个股也将出现分化。考虑到年报披露期来临，

业绩预增叠加高送转消息的股票有望走出独立

行情。

次新股强势反弹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大盘震荡整理，概念板块涨跌互现。其

中，次新股板块午后爆发，强势领涨。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135个概念指数

中， 次新股指数以3.03%的涨幅领跑。 成分股

中，高科石化涨停，润欣科技和井神股份分别大

涨7.84%和7.10%，银宝山新、山鼎设计和通合

科技的涨幅超过5%，华自科技、盛天网络和可

力克的涨幅在4%以上。

由于次新股股性活跃弹性好， 且上方套牢

盘压力相对较轻，加上股票多为新兴产业品种，

符合转型创新的改革方向， 因此获得抄底资金

的青睐，成为本轮反弹主力。 年初至今，次新股

指数累计下跌0.66%， 在所有概念指数中跌幅

最小， 而其余概念指数的年内跌幅均在13%以

上，次新股强势表现可见一斑。

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场内最活跃

品种之一，次新股的表现对市场情绪和行情走

势具有较强指示意义。 昨日虽然股指震荡整

理，但次新股午后逆市拉升，反映活跃资金的

做多意愿依然强烈。 从这一点来看，反弹行情

仍将延续。

沪港通双向净买入

□

本报记者 王威

在周三的小幅净流出后， 昨日沪股通再度

转为净流入，净流入金额为5.29亿元，额度余额

占比为95.93%。 港股通也继续呈现资金净流入

状态，实现第73个交易日的净流入，不过金额

继续萎缩，仅3.17亿元，已用额度占比为3.02%，

为2015年12月24日以来的新低。

与双向净流入状态不同，昨日沪港两市大

盘走势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上证综指跳空高

开， 盘初小幅下探后便在权重股的推动下回

升，逼近2900点后遇阻回落，随后股指维持窄

幅震荡走势，盘中几度调整都企稳回升，但收

盘前半小时股指出现一波快速跳水，并刷新了

昨日盘中最低位，最终企稳并收报2862.89点，

小幅下挫0.16%。恒生指数昨日则跳空高开后，

全天维持高位红盘震荡走势， 重返19000点上

方，上涨2.32%收于19363.08点。由此，恒生AH

股溢价指数昨日低开低走 ， 下跌 2.99%至

138.36点。

沪股通标的股昨日有192只上涨，329只下

跌，其中同济科技、博瑞传播、拓普集团、双钱股

份和洛阳玻璃等9只股票涨停， 另有24只股票

的涨幅在9%以上。港股通昨日有21只标的股下

跌，上涨股票数量则多达270只，比亚迪电子、

阿里健康和中海油田服务分别上涨14.55%、

13.59%和10.13%，新濠国际发展、中国粮油控

股和中国铁建的涨幅也超过了8%。

反弹窗遇上压力位 多空博弈将加剧

□

本报记者 李波

周四沪综指高开后窄幅震荡， 量能环比小

幅放大，盘中冲击2900点遇阻，尾盘走弱小幅收

跌；创业板指数跌逾1%，跑输主板。 三连阳后市

场震荡整理实属情理之中， 且沪综指昨日大部

分时间维持红盘，反映市场情绪平稳向好，蓝筹

股更获资金青睐。 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货币

信贷、改革政策、外围市场等决定市场走势的因

素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 为A股运行营造了

良好氛围，加上三连阳助推信心回暖，预计反弹

行情将继续推进。 不过技术面上大盘2850点一

线以及3000点压力较强，多空博弈将加剧，短期

市场步入震荡蓄势阶段。

震荡蓄势 量能放大

三连阳后，昨日A股市场高开后震荡整理，

沪综指尾盘跳水小幅下跌， 两市成交额环比进

一步放大，蓝筹股表现好于成长股。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微跌4.45点，报2862.89

点，跌幅为0.16%；深证成指报10116.40点，下跌

0.45%；创业板指报2190.91点，下跌1.10%；中

小板指报6687.46点，下跌0.59%。沪深两市成交

额分别为2307.75亿元和3598.34亿元， 环比双

双小幅放大。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仅有8个指数实

现上涨。 其中，建筑材料、钢铁和纺织服装指数

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0.88%、0.54%和0.46%，其

余5个指数的涨幅均在0.2%以下；周三强势上涨

的国防军工指数昨日领跌，跌幅为1.71%，此外，

通信、休闲服务和计算机指数的跌幅居前，分别

下跌0.88%、0.82%和0.78%。

概念方面，次新股、装饰园林、粤港澳自贸

区和上海本地重组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

3.03%、2.06%、1.73%和1.70%，其余板块的涨幅

均未超过1%；相比之下，航母、垃圾发电、汽车

后市场和卫星导航等板块跌幅居前， 均超过

1.5%。

昨日全部A股中仅有902只个股实现上涨，

1621只个股下跌，市场赚钱效应进一步减弱。

三连阳后，市场本就存在技术性调整需求，

昨日震荡实属正常。值得一提的是，沪综指昨日

大部分时间维持红盘， 盘中翻绿立即有资金流

入推升股指，尾盘虽然跳水但拒绝深调；而创业

板指数昨日冲高回落， 跌幅相对较大。 由此来

看，蓝筹股整体抛压有限，题材股继续降温，大

小盘股进一步轮动。

反弹延续 震荡加剧

当前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信贷投放、改

革举措、 外围股市等决定市场走向的因素整体

向好，有助于营造反弹氛围，夯实做多逻辑。

具体来看， 人民币汇率企稳令资本外流压

力减轻，作为前期暴跌的导火索，汇率因素的边

际改善能够显著提升市场风险偏好。与此同时，

美元的阶段性走弱也令货币政策腾挪空间加

大，1月CPI低于预期也有助宽松货币政策延

续。 最新数据显示，1月信贷投放井喷，规模远

超市场预期， 释放流动性充裕的积极信号。 另

外，近期政策暖风频吹，供给侧改革全面推进，

重要会议召开前夕， 市场对于政策的博弈热情

显著提升。 而随着美联储3月加息预期下降，外

围市场也在动荡之后企稳。在内外因素改善、做

多信心回升的背景下， 短期超跌反弹行情有望

继续演绎。

但另一方面， 连续上涨后上证综指行至

2850点前期阶段底形成的反压位置， 反弹行

情明显遇阻。 进一步来看，沪综指上方3000点

压力更是虎视眈眈。 而创业板近两个交易日

表现弱于主板， 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资金追

涨动力不足，而短线获利回吐意愿趋浓。 经历

了最初的快速反弹后，面对技术强压，短期震

荡整理在所难免，多空博弈将升温，市场需要

通过充分的震荡换手来消化压力， 拓展进一

步上行空间。

鉴于反弹窗口延续，但短期波动加剧，配置

上业内人士建议紧抓确定性品种， 比如前期超

跌的优质成长股、政策受益品种和改革主题、业

绩预增股、供给侧改革概念等，波段操作，避免

盲目追涨。

新三板交投小幅提升

□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新三板市场成交额小幅提升，个股涨

多跌少，整体呈现温和的量价齐升状态。 其中，

三板做市指数上涨0.13%收于1255.49点，连续

三日小幅攀升，成交额为2.42亿元，环比小幅提

升。 三板成指昨日小幅下跌0.27%收于1316.29

点，成交额为3.22亿元，环比上一日不到3亿元

的额度也有提升。

新三板昨日有899只个股发生交易， 合计

成交额为4.74亿元，环比提升但依旧维系低位。

其中，明利仓储成交额最高，为6419万元；联讯

证券、 京博物流和卫东环保的成交额也均超过

了2200万元； 此外仅有羿珩科技和艺能传媒2

只个股成交额超过了1千万元。

昨日有419只新三板个股实现上涨，346只

个股下跌。 其中，天智航、鼎讯股份和威名德的

涨幅最高，分别上涨6.69倍、4倍和1.40倍，其余

个股的涨幅均未超过了82%；智蓝生物、航宇科

技、建装业和景云祥的跌幅均超过了50%。

机构抛售 中国天楹复牌跌停

停牌两个多月的中国天楹17日晚间发布

公告称， 公司此前收购德国再生能源企业

EEW公司的竞标活动中， 因最终报价与竞争

对手北京控股有较大差距而未能中标， 决定

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于2月18日起

复牌。

昨日中国天楹直接以跌停价开盘， 盘中虽

几度开板， 跌幅也一度收窄至7%以内， 触及

14.38元，但最终仍难挡巨大抛压，于尾盘再度

封死跌停，收报13.82元。 不过中国天楹昨日成

交额仅次于2015年7月20日， 创下了历史第二

高位，合计成交高达9.66亿元，换手率也达到了

17.22%。

盘后公开信息显示， 昨日有三家机构集中

卖出该股。昨日买入该股的五大席位中，前四位

均为券商营业部席位，买入金额介于938万元至

2768万元之间， 第五大买入席位为华泰证券江

西分公司，买入了702.85万元。 而昨日卖出的五

大席位当中，第一、第三和第五席位均为机构专

用席位， 分别卖出了1.28亿元、7321.15万元和

2574.74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 公司停牌期间市场出现明

显下跌过程，因此公司股价短期补跌压力较大。

不过公司此前发布的业绩预告显示， 由于盈利

能力提升、销售额大幅增加及并购等因素，2015

年公司业绩增长26.85%-43.99%。 业绩大幅增

长， 再加上公司此前非公开发行的定增价格为

14.26元，安全边际较高，投资者也无须过于悲

观。 （王威）

机构博弈 仪电电子连续涨停

继周二上涨、周三涨停之后，昨日仪电电子

再度强势封板，收于涨停价10.84元。 在盘后龙

虎榜中，机构席位身影频繁闪现，凸显出资金高

度关注该股。

昨日仪电电子高开震荡， 上午表现较为平

淡， 不过午后13时10分之后买盘突然变得十分

积极， 推升股价快速封住涨停板， 并维系至收

盘。 昨日成交额为5.87亿元，环比上一日增长了

一倍多。

龙虎榜数据显示， 昨日买入仪电电子金额

最大的前五名中，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名均为

机构专用席位，累计买入金额分别为4617万元、

3975万元和1030万元；而同时，卖出金额最大

的也是机构专用席位，卖出了3288万元。近三个

交易日， 累计买入金额最大的也是上述第一名

和第二名机构专用席位， 而累计卖出金额最大

的是国泰君安上海福山路营业部， 金额是9512

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各地的两会正在召

开，上海市提出，推动一批国有企业开放性、市

场化重组，推进一批国企集团整体上市或核心

资产上市，基本完成符合条件的国企集团公司

制改革。 这引发了市场对上海本地国企股的改

革预期，短线内机构资金高度关注，有望保持

活跃。 （张怡）

永贵电器复牌跌停 机构出货

停牌4个月的永贵电器昨日复牌跌停，盘后

龙虎榜数据显示，有四家机构卖出该股。

永贵电器周三盘后发布公告， 拟支付现金

4.17亿元，并以30.63元/股发行2043.10万股，共

计作价10.43亿元，收购翊腾电子100%股权。 同

时， 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8.5

亿元。 不过永贵电器昨日以29.80元低开，弱势

震荡后封死涨停板，收报28.17元。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永贵电

器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营业部席位， 买入金

额分别为684.24万元、678.80万元、373.00万

元、359.06万元和333.76万元； 前五大卖出席

位中，首席为营业部席位，卖出1696.11万元，

其余四席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分别卖出

1427.18万元、1210.42万元、1153.74万元和

1060.96万元。

中金公司研报指出， 永贵电器2015年业绩

低于预期，对翊腾电子的收购对价合理，业绩增

厚显著。 不过昨日有四家机构集中卖出该股，短

期补跌压力或将继续释放。（李波）

机构卖出先导智能

昨日沪深股市震荡回落， 场内个股出现分

化，不过部分次新股表现抢眼。 其中，先导智能

连续上攻，昨日更是再度涨停，不过盘后公开交

易信息显示，有两家机构卖出该股。

先导智能昨日跳空高开后， 维持高位震荡

走势，11时20分左右，成交额显著放大，股价封

死涨停板至收盘，收报122.12元，股价刷新历史

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猴年以来，先导智能股价

表现抢眼，四个交易日里三日涨停，且成交额不

断放大，昨日成交额达到9.58亿元，刷新了2015

年6月9日以来的新高。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先导智

能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席位， 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泉州百源路证券营业部的

买入金额最大，为3869.33万元，其余券商营业

部的买入金额则均不足3000万元。 昨日卖出先

导智能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两家机构专用席位现

身，分别卖出4799.49万元和3470.93万元，排在

第一位和第三位。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次新股，先导智能的高

送转预期较强，短期强势冲高，不过股价刷新历

史新高后，震荡整固压力开始增加。（徐伟平）

两融余额三日增逾百亿元

□

本报记者 张怡

春节之后，A股市场延续节前的小幅反弹

步伐， 两融余额连续三日保持小幅攀升态势，2

月17日回升至了8825.38亿元。 其中，融资余额

重新回升至了8800亿元上方， 融券余额回升至

21亿元上方。在反弹行情中，两融活跃度的提升

体现出市场情绪的回暖， 这是对反弹行情的认

可。其中，17股周三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超

过30%，值得投资者特别关注。

融资余额重返8800亿元

据Wind数据，2月17日沪深两融余额收于

8825.38亿元，环比16日提升逾14亿元。其中，融

资余额为8803.60亿元，环比提升13.80亿元；融

券余额为21.78亿元，环比提升1.19亿元。

近三个交易日，融资买入热情逐步提升，15

日至17日的额度分别为303.50亿元、467.52亿

元和484.21亿元，虽然仍然处于相对低位，但是

逐步攀升态势显示出资金心态的好转。 由此近

三个交易日的融资净买入额连续维系正值，分

别为33.18亿元、57.27亿元和13.80亿元。 由此，

两融余额已经从春节前的8717亿元提升超过百

亿元。

行业方面来看，春节之后的三个交易日中，

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有27个行业获得了融资

客的布局。 其中，有色金属、计算机和电子行业

的融资净买入额最高， 分别为15.70亿元、14.97

亿元和11.06亿元；此外，传媒、房地产、机械设

备、采掘和通信行业的净买入额也均超过了4.6

亿元。 相对而言，钢铁行业遭遇2301.51万元的

融资净偿还，建筑材料、纺织服装、汽车、家用电

器和食品饮料行业的净买入额均不超过1亿元。

个股来看，本周三个交易日中，山东黄金、

三峡水利、 水晶光电和万达信息的融资净买入

额最高，分别为4.44亿元、3.86亿元、2.49亿元和

2.05亿元；相对而言，长江电力、比亚迪和同仁

堂的融资净偿还额居前， 分别为1.64亿元、1.24

亿元和1.03亿元。

融资积极布局个股

由于对行情较为敏感， 融资客的行为一直

备受市场关注。 统计融资买入额占同期成交额

的比重可以看到， 近三个交易日不少个股获得

了融资客的积极布局， 这些个股具备更大的上

涨可能。

据统计，2月15日至17日，共有10只个股的

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的比重超过了30%， 分别

是云南锗业、创元科技、欧比特、广东明珠、广宇

发展、魔钢股份、全柴动力、锦富新材、健民集团

和用友网络。 此外还有包括佳都科技、中航地产

和力生制药等在内的261只个股的这一比重超

过了20%。

17日单日来看，三峡水利、万达信息和京

东方A的融资买入额居前三位， 均超过了5亿

元；东方财富和水晶光电的融资买入额也均超

过4亿元。 不过占比更能说明融资积极性，云南

锗业、广东明珠、双鹭药业和汉钟精机的融资

买入额占成交额的比重最高， 分别达到了

45%、40%、36%和35%；此外还有鄂武商A、广

宇发展、中信重工、健民集团、创元科技、厦门

国贸、科士达、中鼎股份、兴发集团、辉隆股份、

香溢融通、荣之联和欧比特的这一比重超过了

30%。

■

异动股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