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机构买入中原内配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昨日题材热点出现回落，不过无人驾驶概念表现抢眼，其中中原内配早盘便强势涨停，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三机构买入该

股。

中原内配昨日小幅低开后，震荡上行，涨幅不断扩大，10点30分左右成交额显著放大，股价封死涨停板至收盘，收报于13.61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中原内配的成交额为11.65亿元，较此前小幅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中原内配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三家机构现身， 分别买入1.02亿元、7191.52万元和6805.00万

元，排在前三位。 其余均为券商营业部。 昨日卖出中原内配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营业

部的卖出金额最大，为5094.33万元，其余四家营业部的卖出金额不足2000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传统汽车巨头和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无人驾驶掘金，技术突破和商业化进程化远超预期，受益于无人驾驶概念

炒作，中原内配有望保持强势。

机构激烈博弈鹏欣资源

本报记者 徐伟平

鹏欣资源昨日小幅低开后，震荡上行，此后维持窄幅震荡，尾盘成交额显著放大，股价快速拉升，涨幅超过9%，不过随后指数跳

水，该股震荡回落，涨幅收窄，收报于9.04元，上涨4.87%。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鹏欣资源成交金额达到14.31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缩

量。

盘后公开交易显示，昨日买入鹏欣资源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两家机构现身，分别买入6367.59万元和5164.31万元，排在前两位，

其余均为券商营业部。昨日卖出鹏欣资源金额前五席位中，也有两家机构现身，分别买入6633.17万元和5401.17万元，排在前两位，

其余均为券商营业部。 由此来看，机构买盘和卖盘力量不相上下，博弈较为激烈。

分析人士指出，鹏欣资源发力布局钴产业，这也是为了长期满足新能源汽车对于钴元素的需求，3月份复牌后连续上涨。不过短

期机构分歧较为明显，该股料将震荡整固。

机构大举买入多氟多

昨日，多氟多低开后，短暂犹豫便上攻翻红，随后缓慢上行，午后短暂横盘后便强势封板，最终收于71.60元，突破了2月中旬的

阶段高点。 昨日多氟多的成交额为23.86亿元，换手率为18.46%，均明显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昨日多氟多获得机构席位的大额买入。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多氟多金额最大的是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

额为1.57亿元；申万宏源上海闵行区东川路营业部买入金额为1.40亿元，位居第二位；第三位也是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为8592

万元。 而卖出前五名则均是券商营业部，其中国泰君安临海巾山中路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高，达到了1.21亿元，其余营业部的卖出

金额均低于5000万元。

消息面上，3月2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同意北汽新能源实施纯电动乘用车建设项目，北汽新能源成为首个获得纯电动乘

用车生产资质的企业。 政策利好刺激，短线突破前期筹码密集区域后，多氟多有望保持强势。 （张怡）

■ 异动股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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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板块逆市收红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市场震荡回调，行业板块大面积下跌，汽车

板块逆市收红，10股涨停。

据Wind资讯统计，中信一级行业指数中，汽车

指数一枝独红，上涨0.30%。 成分股中，海马汽车、隆

基机械、中原内配、宁波高发、特力A等10只股票涨

停，中鼎股份大涨9.30%，金固股份、中国汽研和万

向钱潮涨逾5%。

汽车板块抗跌主要受到政策面的有力扶持。 近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十三五” 汽车工业发

展规划意见》，要求在“十三五” 期间建立汽车产业

创新体系，积极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汽车板块获

正面刺激。 23日，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

《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业内

人士认为这是汽车领域改革的里程碑事件， 对打破

汽车行业垄断，改善行业竞争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汽

车后市场显著受益。 24日，发改委同意北京新能源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纯电动乘用车建设项目，总

投资114950万元，新增投资98278万元，建设规模为

7万辆纯电动乘用车产能，其中新增5万辆纯电动乘

用车产能。

在3000点关口的震荡格局下，连续的政策红利

令汽车板块具备抗震性和防御性， 中期投资价值也

更加确定，获得机构和市场资金认可。

■ 两融看台

两融余额五连增

□

本报记者 王威

自3月17日起，两融余额连续增加。 据Wind资

讯数据，至本周三的五个交易日内，两融余额增加了

463.79亿元。其中，3月23日两融余额增加了53.85亿

元，升至8755.27亿元，与2月25日的规模持平。 当日

沪市两融余额报5113.78亿元， 深市两融余额为

3641.48亿元。

融资方面 ，3月 23日沪深股市融资余额为

8733.5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53.39亿元。 其中，

融资买入额在周二的基础上继续下降， 回落至

635.51亿元，融资偿还额也出现小幅下降，报582.12

亿元。 由此，本周三的融资净买入额出现小幅回升，

至53.39亿元。

本周三非银金融板块再度回到融资客加仓名单

当中。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有24个行业板块获

得融资净买入， 非银金融板块净买入额超过10亿

元，达10.12亿元，传媒、计算机和电子板块的净买入

额也超过了4亿元， 达6.48亿元、4.81亿元和4.38亿

元。 而当日银行、农林牧渔、食品饮料和综合板块遭

遇融资净偿还，但净偿还额都未超过6000万元。

全部的889只两融标的股中， 本周三有541只获

得融资净买入，其中中信证券、奥飞动漫和东方财富

的净买入额居前，分别达2.07亿元、1.32亿元和1.23亿

元，而数码视讯、三峡水利、金证股份、广晟有色、东北

证券和掌趣科技的净买入额也都超过了1亿元。

新三板成交额创今年新高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四，新三板交投活跃度大幅提升。 据Wind

资讯数据， 昨日新三板合计成交金额达14.54亿元，

创下了今年的新高。其中，协议转让股昨日成交9.14

亿元，是前一交易日的近3倍，而做市转让股则与前

两个交易日基本持平，成交了5.40亿元。

三板做市指数开盘后便一路震荡回落， 随后维

持低位窄幅震荡走势，临近收盘指数快速拉升，跌幅

收窄至0.13%，收报于1240.57点。 三板成指昨日也

出现下跌，收报于1277.77点，跌幅为0.22%。

昨日新三板出现成交的1021只股票当中，有16

只股票的成交额在1千万元以上， 其中华龙证券和

东海证券的成交额超过了2亿元， 具体金额分别为

3.80亿元和2.40亿元，卫东环保、优蜜移动和英雄互

娱的成交额也都在7000万元之上。 昨日新三板共有

445只股票上涨， 天涌影视以1400.00%的涨幅居于

首位，另有包括易点天下、一森园林、智蓝生物、任森

科技等在内的9只股票涨幅超过100%。 下跌的394

字新三板股票中，跌幅最大的股票为阳光小贷，具体

跌幅为99.00%，煌盛管件、科佳商业和赛特斯的跌

幅超过70%。

产品发布热潮来袭 VR概念再升温

□

本报记者 李波

虚拟现实在今年年初的国际CES展会上

抢尽风头，国内外VR厂商纷纷推出各自研发

的产品。 三四月份国内VR行业迎来产品集中

发布的热潮，乐相科技等VR公司近期相继举

办最新产品的发布会。 而互联网巨头们的进

驻以及用户对VR体验的渴望， 正在推动VR

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2016年将成为VR产业

启动元年，A股市场VR概念的投资机会较为

明确。

VR产品集中发布

2016年可谓VR（虚拟现实）产业启动元

年。 在2016年1月的国际CES展会中，VR成为

绝对主角，多家国际知名电子厂商推出了最新

研发的VR头显，国内的VR厂商也紧跟脚步推

出了自主研发的产品。 近期国内VR行业迎来

产品集中发布的热潮。 其中，恺英网络参股的

乐相科技昨日在北京举办大朋VR一体机发布

会，再次公开展示了其移动虚拟现实头显一体

机M2，而今年1月份乐相科技就曾携大朋一体

机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CES电子展。 3月31

日，3Glasses将举办“HereVR” 发布会，发布

蓝铂S1产品。 Insta360也将在4月份在海外发

行新品全景拍摄相机Nano。

互联网巨头也在纷纷抢滩VR领域。3月17

日，阿里巴巴宣布成立VR实验室，将专注打磨

未来购物体验，并联合阿里影业、阿里音乐、优

酷土豆等建立VR内容输出标准， 推动高品质

VR内容产出。 据悉，阿里VR实验室成立后的

第一个项目就是“造物神” 计划，目标是联合

商家建立世界上最大的3D商品库，加速实现虚

拟世界的购物体验。 此外，网易也宣布进入VR

领域，旗下MMORPG游戏《命运起源》将支

持手机VR设备。

高盛最新研究报告预测，到2025年，VR的

市场规模有望达到800亿美元， 乐观情况下可

以达到1820亿美元，即便VR发展受阻，市场规

模也不会低于230亿美元。

VR产业前景广阔

作为蓝海产业，VR产业的市场前景广

阔，用户对VR体验的渴望也将为行业未来五

年的快速增长提供直接动力。 在VR产业高速

成长阶段，A股市场VR概念将迎来很好的投

资机会。

国金证券研报指出，输出设备上看，一体

机是未来VR输出设备的最终形态， 国内技

术方案较为成熟的VR头盔设备公司为

3Glasses和乐相科技。 内容制作上看， 目前

VR游戏缺乏重度产品，影视制作成本较高，

未来硬件的成熟和巨头进入将促进发展。 渠

道上看，短期内看好ToB端VR乐园模式。 应

用领域上看， 短期内娱乐仍是最大需求，未

来在医疗、教育、社交、军事等领域应用广

泛。 短期内VR头盔主要还是应用在娱乐文

化领域，用于视频的观看、游戏等，未来随着

VR和AR技术的发展，VR/AR产品将有更广

泛的应用。

信达证券研报指出，VR产业生态已经形

成良性分布。 以头盔显示器为代表的VR硬件

设施逐步克服了其技术层面的发展瓶颈，开始

从概念和设想阶段逐步向实用和推广阶段过

渡。 由此，以硬件+软件+内容+应用为主轴的

产业生态正在逐步形成。 VR产业链逐步完善，

上中下游分别为VR设备元器件、VR头盔以及

各类VR软件和影视作品。 适合目前硬件设备

的VR内容和应用还是不够丰富， 还不足以带

动硬件设备的出货量的爆发,但各种资本力量

都在探索和投入这个领域，未来两年内将会有

突破。

创业板指结束五连阳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创业板指数低开后震荡整理，尽

管盘中刷新反弹新高，但尾盘跳水，最终收

跌，结束五连阳，回踩5日均线。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2234.22点低开，之

后探底回升并翻红，随后承压回落，午后再

掀升势，最高反弹至2277.92点，刷新本轮反

弹新高， 不过尾盘快速跳水， 最终收报

2219.77点，下跌1.74%。 创业板指数昨日成

交552.11亿元，量能较周三小幅放大。

个股方面，437只正常交易的创业板股

票中，有111只上涨。 其中太阳鸟、坚瑞消

防、川金诺、运达科技等11只股票涨停，宝

德股份和神雾环保分别大涨 9.56%和

8.60%，汉鼎股份、恒华科技等5只股票涨逾

5%；322只下跌股票中， 易事特和通合科技

跌逾7%，东方网力、中科创达、东杰智能等

其余22只股票跌幅超过5%。

分析人士指出， 创业板指数收出五连

阳后，昨日展开明显回调。在解套盘和获利

盘双重压力下，短期多空分歧加大，预计创

业板指数步入震荡整理阶段， 创业板内部

个股分化也将进一步加剧。

资金加速流出 银行股尾盘吸金

□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沪深股市双双低开后震荡，盘中虽有

冲高，但权重板块大幅回落，沪指跌破60日均

线。 在这种情况下，逾451亿元资金净流出A股

市场，较此前几日的净流出额大幅增加，资金

离场意愿明显提升。 不过，场外踏空资金等待

回踩介入的心理仍然较为浓厚，预计短线市场

深幅调整的概率不大。 昨日尾盘，银行股小额

吸金，或许意味着维稳大盘的动力仍在。

净流出额明显提升

据Wind数据， 昨日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出

了451.43亿元， 环比上一日的284亿元提升了

近六成，由此资金净流出额在本周四个交易日

逐日提升，随着震荡时间的加长，昨日悲观情

绪猛增。昨日开盘就净流出了逾257亿元，尾盘

净流出了137亿元，其中，特大单和大单仍然是

净流出的主要力量，而中单和小单则依旧维系

净买入格局。

分市场板块来看， 沪深300昨日资金净流

出了151.26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的净流出额提

升了近八成。其中仅有68只个股获得资金净流

入，而多达214只个股遭遇净流出。

创业板方面， 昨日资金净流出了77.57亿

元，环比上一日的33.42亿元提升了一倍多，其

在开盘时和尾盘时均遭遇了超过25亿元的资

金净流出。仅有123只个股获得资金净流入，是

上周三以来的最低值。

中小板方面，昨日资金净流出了125.64亿

元，环比上一日的70.45亿元也是提升明显。 其

中在207只个股获得资金净流入的同时，有488

只个股遭遇资金净流出。

行情上来看，昨日尾盘主要市场板块纷纷

跳水，跌幅均超过了1.5%。 行业和概念板块涨

少跌多，大多均在尾盘翻绿，市场尾盘的集中

抛售使得大部分投资者谨慎情绪升温，然而从

前几日的行情来看， 场外踏空资金较为活跃，

短线挖坑或成为本轮反弹的介入时机。

银行股尾盘小幅吸金

昨日尾盘跳水， 多数行业遭遇资金回吐，

不过尾盘资金流向上， 银行板块小额吸金，或

意味着短线银行股有望维稳。

从行业上看，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仅有汽车和食品饮料两个行业获得资金净流

入，额度分别为15.75亿元和1.61亿元；其余行

业中，休闲服务、银行和纺织服装行业的资金

净流出额较小， 分别为9166万元、1.22亿元和

3.75亿元；而非银金融、计算机和有色金属行

业的净流出额分别达到69.00亿元、59.32亿元

和39.35亿元； 同时电子和化工行业的净流出

额也均超过了33亿元。

从行业板块的尾盘资金情况来看， 昨日银

行板块尾盘获得3529万元的资金小额净流出；

食品饮料、汽车、休闲服务行业的尾盘净流出额

较低，均未超过亿元。而非银金融、计算机、电子

和机械设备行业的尾盘净流出额较高， 分别为

136亿元、16.61亿元、14.57亿元和13.20亿元。

从个股来看，昨日多氟多、庞大集团、特

力A和万向钱潮的资金净流入额居前，分别达

到了5.27亿元、4.70亿元、3.33亿元和2.84亿

元；同时，中鼎股份、千禾味业、中原内配的净

流入额也均超过了1.9亿元。相对而言，西部证

券、 中信证券和东方财富的资金净流出额较

高， 分别达到10.56亿元、10.25亿元和8.67亿

元；新联电子、金证股份的净流出额也均超过

了6.9亿元。

机构大举买入多氟多

昨日，多氟多低开后，短暂犹豫便上攻翻

红，随后缓慢上行，午后短暂横盘后便强势封

板，最终收于71.60元，突破了2月中旬的阶段

高点。 昨日多氟多的成交额为23.86亿元，换手

率为18.46%，均明显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昨日多氟多获得机构席位

的大额买入。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多氟

多金额最大的是机构专用席位， 买入金额为

1.57亿元；申万宏源上海闵行区东川路营业部

买入金额为1.40亿元，位居第二位；第三位也

是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为8592万元。 而卖

出前五名则均是券商营业部，其中国泰君安临

海巾山中路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高， 达到了

1.21亿元，其余营业部的卖出金额均低于5000

万元。

消息面上，3月2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通

知，同意北汽新能源实施纯电动乘用车建设

项目，北汽新能源成为首个获得纯电动乘用

车生产资质的企业。 政策利好刺激，短线突

破前期筹码密集区域后，多氟多有望保持强

势。 （张怡）

三机构买入中原内配

昨日题材热点出现回落，不过无人驾驶概

念表现抢眼， 其中中原内配早盘便强势涨停，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三机构买入该股。

中原内配昨日小幅低开后， 震荡上行，涨

幅不断扩大，10点30分左右成交额显著放大，

股价封死涨停板至收盘，收报于13.61元。 值得

注意的是， 昨日中原内配的成交额为11.65亿

元，较此前小幅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中原内

配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三家机构现身，分别买入

1.02亿元、7191.52万元和6805.00万元，排在前

三位。 其余均为券商营业部。 昨日卖出中原内

配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

大，为5094.33万元，其余四家营业部的卖出金

额不足2000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传统汽车巨头和互联网巨

头纷纷入局无人驾驶掘金，技术突破和商业化

进程化远超预期， 受益于无人驾驶概念炒作，

中原内配有望保持强势。（徐伟平）

机构激烈博弈鹏欣资源

鹏欣资源昨日小幅低开后， 震荡上行，

此后维持窄幅震荡， 尾盘成交额显著放大，

股价快速拉升，涨幅超过9%，不过随后指数

跳水，该股震荡回落，涨幅收窄，收报于9.04

元，上涨4.87%。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鹏欣资

源成交金额达到14.31亿元， 较前一个交易

日缩量。

盘后公开交易显示， 昨日买入鹏欣资

源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两家机构现身，分别

买入6367.59万元和5164.31万元， 排在前

两位，其余均为券商营业部。 昨日卖出鹏欣

资源金额前五席位中，也有两家机构现身，

分别卖出 6633.17万元和 5401.17万元，排

在前两位， 其余均为券商营业部。 由此来

看，机构买盘和卖盘力量不相上下，博弈较

为激烈。

分析人士指出，鹏欣资源发力布局钴产

业， 这也是为了长期满足新能源汽车对于

钴元素的需求，3月份复牌后连续上涨。 不

过短期机构分歧较为明显， 该股料将震荡

整固。 （徐伟平）

沪深300指数

下破60日均线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300指数昨日震荡回落，跌破60日均线，以

券商股、银行股为代表的权重板块调整幅度较大，一

定程度上扩大了指数的跌幅。

沪深300指数昨日小幅低开后，快速回落，此后

维持低位震荡，午后跌幅有所收窄，不过下午2点20

分左右，出现快速跳水，指数快速下探，尾盘收报于

3181.85点，下跌1.68%。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沪深300

指数成交额达到1624.36亿元，较此前小幅放量。

昨日正常交易的282只成分股中， 仅有37只股

票实现上涨，华数传媒和庞大集团涨停，万向钱潮涨

幅超过5%，金隅股份和贵州茅台涨幅超过3%。 在下

跌的239只股票中，兖州煤业、东兴证券、锦龙股份、

江西铜业等10只股票跌幅超过5%，79只股票跌幅

超过3%。

分析人士指出，申万非银金融、有色金属、钢铁

和采掘指数昨日跌幅居前，超过2%，分别为3.52%、

2.77%、2.28%和2.21%。 权重股表现整体低迷，拖累

沪深300现指。此外，昨日成交额出现放量，获利盘与

套牢盘集中涌出，短期沪深300指数调整压力骤增。

尾盘快速跳水释放整固期延长信号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四沪深股市开盘后延续震荡整理，

不过尾盘出现快速跳水，跌破60日均线。 值

得注意的是，沪市量能出现明显萎缩，但深市

量能基本保持稳定， 显示当前的震荡整理过

程主要以存量资金为主，“中小创” 依然是其

博弈的重点。尾盘快速跳水，显示盘整多日后

谨慎情绪有所抬头， 预计平台整固周期将被

拉长。

沪指失守60日均线

不同于前两个交易日的“盘而不跌” ，在

第三个交易日的震荡盘整后， 昨日尾盘各主

要指数均出现跳水， 在券商、 资源股的拖累

下，午后发起进攻的“中小创” 也迎来快速调

整，题材炒作热情也明显降温。

沪综指昨日低开后，震荡回落，在60日均

线和5日均线之间维持低位窄幅震荡走势，午

后跌幅一度收窄， 不过尾盘权重板块突然下

挫， 沪综指也随之出现快速跳水， 收报于

2960.97点，下跌1.63%，失守60日均线。

相比之下，深市各指数表现同样低迷。深

成指收报于10283.68点，下跌1.52%。 创业板

指数收报于2219.77点，下跌1.74%。中小板综

指收报10914.44点，下跌1.46%。

受到尾盘跳水影响，昨日28个申万一级

行业指数中仅汽车和食品饮料指数勉强收

红，分别上涨0.45%和0.15%，其余26个行业

板块则悉数下挫。 其中，非银金融、有色金

属、钢铁、采掘和商业贸易板块的跌幅都超

过了2%。 136个Wind概念板块中也只有汽

车后市场、智能汽车、高送转概念和在线旅

游指数实现上涨， 涨幅分别为 1.93% 、

1.10%、0.90%和0.01%，跌幅超过2%的概念

板块则多达38个，次新股和食品安全指数的

跌幅则分别达到了3.55%和3.07%。 由于题

材炒作热情的降温，市场整体赚钱效应出现

了明显的萎缩。

不过由于盘中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过程，

因此原本成交额逐日萎缩的沪市昨日小幅放

量， 合计成交2747.95亿元， 深市也成交了

4629.83亿元。两市合计成交依旧维持在7000

亿元之上，达7377.78亿元。

震荡整固将延续

本周二以来， 市场由此前的强势逼空走

势转为平台震荡整固格局， 由于连续上攻未

果，叠加隔夜大宗商品全线下挫影响，市场的

谨慎情绪出现了抬头， 导致昨日盘中出现了

快速跳水走势。 本身市场在突破3000点后就

存在回踩确认的需求， 而且面临较大的解套

盘和获利盘压力，盘中波动难免增大，但昨日

尾盘的快速跳水以及权重板块的弱势表现，

都对当前市场的做多人气造成打击， 短期市

场上攻动能略显不足， 分析人士预计这将使

得平台盘整的周期有所拉长， 投资者可耐心

等待回调后逢低布局的机会。

一方面， 在连续突破未果及震荡整理

后，市场盘面已开始显露出谨慎情绪抬头的

特征。 不仅是近期强势题材出现分化迹象，

涨幅较高的个股也出现了高位放量换手的

特征， 而且在周二及周三的整理过程当中，

大盘量能出现明显的萎缩，但是深市量能基

本保持稳定，这说明随着股指上涨脚步的放

缓，市场再度转为存量资金博弈过程，因而

资金的主战场也回归“中小创” 品种。 此外，

沪综指3000点附近面临着较大的解套盘和

获利盘压力， 而创业板指也运行到颈线位

置， 连续上行后的震荡整固压力亟待化解。

华鑫证券也指出，在3200点之上囤积着去年

6-8月份和11-12月份的天量被套筹码，这

需要增量资金大规模入市和行情持续堆量

才能切入更高的反弹空间。 但目前A股仍是

存量运作的氛围，且市场杠杆率较之去年已

经大幅度收缩，还难以满足解放受套筹码的

条件。

另一方面， 本周二及周三市场运行较为

稳定，并未出现明显调整过程，即使是昨日盘

中几度跳水， 也可以看到调整后成交量能的

明显放大， 可见市场当前对于后市看法依然

偏积极，资金的支撑力量并不缺乏。更何况昨

日盘中跳水使得上证综指回补了周一的跳空

缺口，这也使得指数的后期运行“后顾之忧”

大幅降低。 招商证券认为， 从原则上看，

MA60到MA120附近是反弹的高风险区，短

线MA60附近的震荡回落是一种必然， 重新

聚集人气后的下次上攻将考验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