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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空分歧加大

沪指再攻2500点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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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每日经济新闻、成都商报、每经网联

合主办， 成都福星兄弟投资管理公司承办、

新郎酒独家冠名、华讯财经协办支持、国都

证券提供交易平台，在成都、北京、上海等十

余个城市同时进行的大型实盘赛事———“郎

酒·新郎酒杯第三届中国股王争霸赛”目前

正在进行中。

昨日，沪指盘中再度上演“跳水”走势。

尤其是券商股收盘前半个小时集体“跳水”

引发个股全面回调。不过，选手“一帆风顺”

重仓的飞凯材料（300398）却逆市涨停。“一

帆风顺”原本持有7300股飞凯材料，昨日他

以76.53元/股的均价卖出了4800股， 而以

74.30元/股买入500股。在出掉一半多的飞凯

材料后，“一帆风顺” 随后以4.84元/股买入

49400股新钢股份（600782）。截至收盘，“一

帆风顺”总资产盈亏比为25.53%，距离第一

名的“小馨悦”不足5个百分点。

根据第三届股王争霸赛组委会的安排，

决定从下周开始每周一晚上举行周冠军交流

会，国都证券顶级分析师谢刚将对选手一周

的操作得失进行点评。欲获取选手及时交易

信息或参加周冠军交流会的朋友，请拨打电

话400-077-8659。

成都商报记者 何建川

伴随沪指创出反弹新高，市场多空分歧

有所加大。13日沪深股市未能延续反弹，双

双回复调整。 上证综指2500点得而复失，创

业板指数出现2%以上的较大跌幅。

昨日上证综指以2495点小幅高开，全天

围绕前一交易日收盘点位反复震荡。盘中沪

指上摸2507.74点，逼近阶段高点，此后又下

行探至2471.41点。尾盘沪指收报2485.61点，

较前一交易日跌8.87点，跌幅为0.36%。

深证成指收盘报8305.08点， 跌105.21

点，跌幅达到1.25%。

创业板指数再现弱势， 跌2.23%后收报

1442.86点。

沪深两市接近1800只交易品种告跌，远

多于上涨数量。 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股，两

市32只个股涨停。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2583亿元和1984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明显放大。

多数行业板块表现弱势， 传媒教育、电

气设备、 供水供气板块整体跌幅超过1%。钢

铁、有色金属板块逆势走强，涨幅分别在2%

和1%以上。

沪深300指数收报2579.75点， 跌14.57

点， 跌幅为0.56%。10条行业系列指数中，除

300材料逆势涨1.77%外， 其余指数均告下

跌，300工业、300信息跌幅超过1%。

沪深B指随大盘双双收跌。 上证B指跌

0.40%至261.49点，深证B指跌0.14%至969.41点。

在政策面利多的带动下， 近期A股频频

创出阶段新高。但与此同时，多空分歧有所

加大。在这一背景下，指数反弹或调整都难

以持久，板块轮动则趋于频繁。

新华社

每经投资宝

您理想权威的投资顾问

扫一扫

轻松可获股市期货前沿信息

咨询电话：

028-86660288

“郎酒·新郎酒杯第三届中国股王争霸赛”日排名榜（11月13日）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

经日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86516389

。 更多精彩内容详

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飞凯材料涨停

“一帆风顺”排名直追头名“小馨悦”

排名 参赛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成交数量

（股）

成交价格

（元

/

股）

总资产

（元）

盈亏比

1 小馨悦

600221 海南航空 卖出 253300 2.58�

650982.05� 30.20%

600438 通威股份 买入 68600 9.47�

2 一帆风顺

300402 宝色股份 卖出 400 25.35�

627649.83� 25.53%

300398 飞凯材料 卖出 4800 76.53�

300398 飞凯材料 买入 500 74.30�

600782 新钢股份 买入 49400 4.84

3 三胖 002723 金莱特 持股未动 518377.60� 3.68%

4 东方金牛

002601 佰利联 卖出 20000 23.78�

506693.65� 1.33%

603126 中材节能 买入 27100 17.49�

5 福兄

002418 康盛股份 卖出 9000 13.69

506374.75� 1.27%601111 中国国航 买入 100400 5.01

600179 黑化股份 卖出 47700 7.86

6 平文

000996 中国中期 持股未动

505267.48� 1.05%

000877 天山股份 持股未动

7 风林火山

000850 华茂股份 卖出 19900 5.91

502777.08� 0.55%000850 华茂股份 买入 57600 6.22

000936 华西股份 卖出 23800 5.83

8 多空 600827 百联股份 卖出 5000 14.39 502165.37� 0.43%

9 中神通 002157 正邦科技 卖出 53100 9.46 501011.29� 0.20%

10 自然 空仓 500000.00� 0

注： 所有选手起步资金均为

50

万元。 欲获取选手及时交易信息或参加周冠军交流会的朋

友，请拨打电话

400-077-8659

。

大盘的震荡依旧在持续，昨日沪指

冲高回落，以小跌报收。值得注意的是，

昨天沪指跌幅不大 ， 但深成指下跌

1.25%

， 创 业 板 指 数 更 是 继 续 大 跌

2.23%

，走势很不乐观。

对于小盘股近期的大幅回落，我认

为应该引起大家的警觉。毕竟，小盘股，

尤其是创业板此前走出了独立的牛市

行情。如今，市场已经出现了风格转换

的迹象，“跷跷板” 一旦真的动起来，杀

伤力也不可小觑。

另外，我还注意到，昨天著名投资

人迈克吴向投资者发出了清仓预警，他

特别指出，中小盘股票已经进入十分危

险的走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2009

年

7

月迈克吴也曾发过一次清仓预警，当时

比较准确地判断出大盘顶部的来临。当

然，迈克吴的判断，主要是基于他自己

的经验和研究。不过，多听听别人的声

音，也不是什么坏事。

除小盘股表现很差外，次新股的炒

作在昨天也遭遇重挫。“涨停王”兰石重

装昨天放量震荡， 最终以大跌

6.06%

报

收。有消息称，这只连续

24

板的次新股

遭到监管机构的窗口指导。另外，同样

上市不到一年且股价大幅上涨的良信

电器， 昨日虽然发布了拟

10

转

3

股的分

配提议， 但由于分配预案大大低于预

期，该股昨日“一”字跌停。这都反映出

近期小盘股、次新股的炒作环境确实不

太妙。因此，我认为近段时间，大家对炒

新和炒小还是谨慎点好。

至于大盘后市，周二大盘创出阶段

高点

2508

点后，近两个交易日都没有突

破当时的高点。所以，接下来如果大盘

不能放量向上突破的话，后市还有进一

步探底的危险。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炒新炒小需谨慎

证监会核准第六批IPO批文

11家企业将陆续发行

昨日晚间， 证监会官方微博发布消

息称，11月13日证监会按照法定程序核

准了11家企业的首发申请。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 上述11家企

业中，上交所5家、深交所3家、创业板3

家。自今年6月以来，这已是证监会下发

的第六批IPO批文了。具体来看，上交所

的5家企业分别是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维格娜

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方盛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和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小板3家企业分别为深圳王子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

限公司；创业板3家企业是潮州三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和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表示， 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

将分别与沪深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

程，并陆续刊登招股说明书。

成都商报记者 唐强

四川长虹 发布股东增持公告

四川长虹（600839）今日公告称，11

月12日， 公司收到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虹扬投资）《关于四川虹

扬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四川长虹股票相关

事项的函》， 虹扬投资于11月12日购买

公司股票132.9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9%。本次增持后，虹扬投资持有公司

股票4078.5万股，占总股本的0.884%。

成发科技 委托贷款到期收回

成发科技（600391）今日公告称，此

前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四川法斯特机械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了3000万元的委托

贷款，用于其流动资金投入，贷款期限为

1年， 贷款利率为一年期人民币基准利

率， 实际贷款使用根据其资金需求分期

进行。2014年11月12日，公司已全额收回

该笔委托贷款本金3000万元， 相应的利

息同时结清。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川股动态

空调修移
●成百厂家修移*加氟86629948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

全自动麻将桌
●高科技麻将合作15328080888
●普通机麻扑克新产品8096688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扑克麻将新方法15928607080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装饰装修
●餐厅、酒店装修13880358023

养老托老
●九里堤中路87634151世博医院
清洁公司

●天天净87616277毯85403350墙

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疏管掏粪
●84553337疏管抽掏粪8543450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
●85539994疏管抽掏粪87588463

搬家公司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二手货交换

●收空调餐厨废旧18280032421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收空调所有废旧13882069609
●高收空调桌椅厨13880961438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报废车回收
●定点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728652

工商行业咨询

●建筑资质新办★升级88877719

●86664773建筑资质执照代理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启事
●赵丹（四川省南充市阆中人，身
份证号511381198209253490）退
伍证遗失，于2008年12月1日西藏
消防总队拉萨市消防支队城关区
消防大队一中队退伍。
●向雪岑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李静2003年9月取得的会计师证
遗失，证书编号为5101039131
03005671，特此声明

●武侯区泰安轮胎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本5101073410010遗失作废
●廖全友收据0138298作废
●更正公告：于2014年11月12日在
成都商报第21版刊登的出租公告
中序号2中的起始价更正为38元/
㎡/月。特此更正
成 都 万 和 广 场 有 限 公 司
2014年11月14日

房屋租售
●金沙保利优质临街底商出售
急需资金225万13882173356
●急售二环写字间38平86134135
●因出国特售南三环蜀郡125平
送40平露台花园13608006722
●二楼商铺850平13350094982

写字间租赁
●市中心地铁口豪华装修中央空
调整层出租价优15982006671

营业房

酒楼·茶楼转让
●优博国际/三义茶府. 绿豆汤锅
联营/转租/转让13678123499
●八里小区300茶坊15528360673
●华阳河边800会所13980953323
●半价抛5千万酒楼13658059408
●高新盈利茶楼转13808088772
●清水河600平茶楼转87763616
●华阳酒楼带茶坊18980666265
●精装800平酒楼转18008074183
●外双楠茶坊转让15982057918
●售郫县1-2楼双证6个门面500
平,另有130平赠送13908213869

●航空路旺铺整分租转让，茶坊酒
楼优拒中介13551869007

餐馆转让
●急转300平火锅店13408511916
●动物园附近火锅13348889896
●西门盈利羊肉汤13808000041
●迎宾大道商铺转18030604890
●转一品天下130平13558895689
●顺城街100平快餐13668187928

●东大街德克士转18980951271
●新华公园200平餐18980623156
●蜀汉路欧尚旁黄金餐饮一楼
600平米转让15928870887刘先生
餐饮公司以下旺餐招租：西体路65
平八宝街150平八里小区1楼110平
210平310平15828295568
●售广福路餐饮铺18084827177

●转南门品牌火锅13808088772
●铺面转让15388263626
●优转青羊1600餐18708101332
●火锅旺铺400平转18683610520
●龙泉400平金口岸餐厅转租金
低，电话:13881777715可以联营
●转市中心火锅店13094447009

店铺
●因有事转让或合作黄金口岸一
门诊部15348187775非诚勿扰

●内环玉店带货转13666149998
●温江金强大学城3000平米量贩
KTV优转15881144035有意者电联

●磨子桥川大、川音旁嘉谊大厦
临街旺铺招租，13881886666

厂房租售
●专业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广汉新鑫和工业园，厂库房租
售13568901984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三环4000㎡汽修13096373365
●青羊区厂房出租13981939378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新都工业东区标准厂房办公楼
岀租18981905302，69287209
●瑞联路库房厂房出租81703472
●沙西线厂房出租028-87500067
●北新大标厂租13980652583张
●双流工业园标准厂房租(6千/1
万6千平可分割)13980050518
●沙西线厂库出租13308186066
●新都标准厂房租13980049088
●东三环汽修厂转13438159869
●双流蛟龙厂出租18981900252
●温江永宁大小厂13880485670
●川藏路簇桥修理厂1500平米转

让 ，电话：18583759689

●西航港厂房出租13678020476

●化工园区内厂区50亩（有房屋）
可分割。电话：18602807157

担保公司

招商
●新洋房会所招商18780096013
●华阳工业地控规已变寻合作及
青城山商业地转13982123820

●出售大医院股份18180620175
●售府城大道商业地红原商业项
目总包营销代理15208469901

●现有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
1000号13号楼游泳池和健身房
部分招租。本次招租标的物概
况具体情况详见成都市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上证指数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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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图

湖北宜化终止收购煤矿

短命关联交易悬疑重重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