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作建议

热点增多，不宜太悲观
虽然A股短线仍处于弱势震荡

格局中，但个股行情渐趋活跃，尤其
是新能源动力汽车、生物技术、大数
据等产业股反复活跃， 这本身就说
明了市场在看不到大的下跌空间之
后， 开始有计划地部署未来的产业
热点。金百临认为在此背景下，不宜
过于看淡后续A股市场的演绎。

巨丰投顾判断， 周三行情洗盘
性质居多，周四如果惯性走低，市场
短期抄底机会价格来临， 建议适当
加大仓位。大蓝筹上涨后还有反复，
短期宜谨慎，中线可逢低继续布局。
而对于创业板为首的小盘股， 反弹
中可重点关注。

27家券商两融规模腰斩
1388.97亿元，这一单家券商两

融规模，注定将成为前无古人后N年
无来者的一个峰值。

券商享受1000亿两融规模的时
间仅3个月。巅峰时刻站上巅峰位置
的，又当属广发证券，在今年6月创
下1388.97亿元的两融峰值纪录。

然而广发证券的天量登顶很快
成为了明日黄花。进入7月，随着市
场调整， 监管部门对场内和场外配
资的风险提示和抑制，1000亿两融
券商也急剧刹车，至7月底，千亿规
模券商已告别A股舞台。

数据显示，7月-8月以来，91家
拥有两融资格的证券公司两融规模
无一例外出现下滑。其中，27家两融
规模腰斩， 缩水幅度最大的申万宏
源证券更是高达61.03%。 紧随其后
的分别为中金公司、红塔证券、太平
洋证券、国金证券，两个月两融规模
缩 水 比 例 分 别 达 到 了 57.32% 、
56.63%、55.44%和55.16%。

淡马锡增持工行H股
涉资1.4亿港元

据港交所披露文件显示， 淡马
锡控股以每股4.696港元的价格增
持3000万股工商银行H股， 持股比
例由9.97%提高至10%， 涉资约1.41
亿港元。 淡马锡控股是新加坡主权
财富基金， 是一家新加坡政府的投
资公司。

马化腾减持腾讯
套现逾32亿港元

港交所的交易数据显示， 腾讯
控股(00700.HK)主席马化腾在9月17
日至22日期间先后四次减持共2300
多万股公司股份， 每股作价介乎
133.365至135.495港元， 套现逾32亿
港元。至此，马化腾持股腾讯控股的
比例下跌0.25个百分点，降至9.73%。

■据新华社

延伸

在经历了自复牌以来
的四个跌停后，9月 22日
午后， 海欣食品在第五个
跌停板上瞬间拉升至涨
停， 如果有幸在跌停板上
捡到货 ，一天可以实现22
个点的收益， 这样的表现
堪称“妖孽”。23日，海欣食
品低开，但收盘冲上涨停。
从换手率看， 海欣食品换
手率高达82.97%， 创下了
今年以来非新股单日换手
纪录。

海欣食品复牌
大起大落

据悉，海欣食品是从今
年6月30日开市起停牌，当
时大盘经历了近半个月的
调整，但股指仍在4000点上
方的高位，成功躲过了大盘
7月和8月的两轮下跌。对于
停牌原因，海欣食品最初公
告称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投资者在等待了2个多
月后，却迎来了一份终止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并复牌的
公告。重大资产重组失败加
上股票补跌因素，海欣食品
9月16日复牌后毫无悬念一
字跌停，在随后的三个交易
日又连续一字跌停。

但近两日的涨停龙虎
榜显示，中报两机构股东趁
机出逃，有知名敢死队席位
现身买入。

“换手率魔咒”
将显现？

83%的换手率在A股市
场中并不多见， 而A股市场
也存在着“换手率魔咒”———
日均换手率较高的个股往往
在后市中大概率跑输市场指
数。 海欣食品近83%的换手
率，是否也逃不脱魔咒？

据海通证券的研报分
析称，交易日内高换手率的

个股，后市会大概率跑输市
场指数，而从长远来看跑输
的幅度会随时间推移而不
断扩大。

之所以会出现“换手率
魔咒”，海通证券给出的解
释是， 对于以个人投资者
为主体的A股市场，高曝光
的股票(高换手、高涨幅、分
析师持续推荐 ) 存在股价
反应过度的现象。 当个股
高度曝光， 并进入个人投
资者集中关注的阶段 ，股
价出现反转的概率很大。
海通证券同时建议，应规避
短期“高换手”、“高曝光”的
个股。

巨量换手涨停后，海欣
食品能否持续走强还是未
知数，更多取决于后续大盘
的走势。未能在跌停板上买
入的投资者，由于成本比较
高，后续会比较尴尬。

■综合《现代快报》
《证券时报》

不利数据拖累A股，大资金借势调仓
停牌股相继复牌遭补跌，盲目抄底小心被套

2015.9.24��星期四 编辑 贺齐 图编 言琼 美编 陆薇 校对 刘湘A15 经济·操盘

受不利经济数据拖累，9月23日
A股暂别持续反弹，主要股指全线回
落，上证综指跌幅超2%。权重指标
股纷纷走弱，煤炭板块领跌，前一交
易日领涨的券商保险板块也出现在
跌幅榜前列。

两大空头砸盘

当日上证综指跳空低开， 全天
都在阴线区域弱势运行。 尾盘沪指
收报3115.89点，跌幅达到2.19%。深
证成指收盘报10132.30点， 跌幅为
1.04%。创业板指数收报2077.99点，
微跌0.04%。

伴随反弹中断， 沪深两市一改
涨多跌少格局， 超过1700只交易品
种收跌。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60多只个股涨停。

板块方面，锂电池、充电桩、特
斯拉、国产软件等小品种活跃；而券
商、保险、高铁等一二线蓝筹领跌两
市；另外，周二缩水的期指周三全天
延续弱势，尾市加速贴水，与蓝筹股
共同组成主要空头力量。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2576亿元和
3215亿元，总量明显萎缩。

不利数据导致回落

刚刚出炉的9月财新中国PMI
初值降至47，不仅低于上月终值，也
创下了6年半新低。业内认为，不利
数据令市场担忧情绪有所升温，从
而拖累A股回落整理。

从市场轨迹来看，近期深成指、
沪综指、 创业板指数均处于一个箱
体运作之中， 深成指的箱体位于
9713-10826； 沪 指 则 位 于
2850-3250区域 ， 创业板则位于
1800-2102之间。

三大指数箱体震荡已有21个交
易日， 前期深证成指破位9713点箱
底时被拉回， 周二创业板指数冲击
箱顶又回落， 周三下午盘中拉抬创
业板指数，但响应不大，最终创业板
小幅下跌，沪指险守3100点，显示多
空博弈依然激烈。

九鼎德盛认为， 市场箱顶压力
较为沉重， 预计如果没有强势成交
量，恐怕其很难突破，同时考虑到宏
观经济数据的严峻形势， 应防止攻
顶不破而下落再次考验箱底或破位
的轨迹出现。

资金大举调仓

从资金流来看， 尽管空军打压
明显，但资金没有大举流出，反而在
暗中大举调仓换股。

据好股道资金流检测， 周三沪市
流出金额67亿， 而中小板与创业板却
流入72亿， 说明主力暗中大举调仓蓝
筹至中小市值类个股上了， 这从两市
杀跌股减弱、涨停股依旧火爆可看出。

如前期严重超跌的安硕信息再
次涨停， 暴风科技股价短期也报复
性反弹达80%， 具有大股东增持的
智慧能源亦连续强势升起， 国企改
革龙头特力A股更是再现V型反转，
以8个涨停翻番引领超跌反弹行情。

广州万隆建议， 在主力大举调
仓题材股下，对超跌、改革、业绩良
好、股东增持与主力抄底类个股，可
大胆买入并坚定持股。 ■本报综合

复牌股神表现：不跌停就涨停
众多停牌股复牌后连续跌停，盲目抄底小心被套

海欣食品备受关注的另一个理由是，和它一样，许多在股市大跌期间靠停牌
躲过一劫的股票近期相继复牌，也大多难逃大幅补跌的命运，它们也会迎来海欣
食品这样的奇迹吗？

9月18日，停牌近3个月的国投电力终于复牌，不过迎接投资者的是连续4个交
易日一字跌停。国投电力半年报显示，二季度不少“牛散”突击成为公司前十大流
通股股东，其中赵强、孙煜、朱晓红和庞淑华分别持股3032万股、1933万股、1737万
股和1500万股。由于复牌后连续跌停，上述“牛散”可谓惨遭“闷杀”。

同样有“牛散”潜伏的新能泰山9月10日复牌后，连续7个一字跌停。
不过，新能泰山9月21日打开跌停后并未如海欣食品一样冲上涨停，收盘仍旧

大跌3.81%。新兴铸管则是在9月15日复牌后连续4个一字跌停，在第五个跌停板时
被打开。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停牌个股的不断复牌，6月、7月开始停牌到现在复牌的公司
通常持续几天连续跌停，这种公司值得重点关注，由于停牌，大机构被锁，有积极自
救的需求。不过这种搏击快速反弹的机会并不适合一般散户，稍有不慎就容易被套。

停牌股相继复牌 补跌后会迎来奇迹吗

数说

资金面聚焦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