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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财富：5 分钟
阅读实现财富增长

添升宝：擒获涨停
股的“神器”

每经官方微信
nbdnews

投资宝：轻松获取
更多投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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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流出金额日渐缩小

昨日，上证指数继续上涨2.39%，千
股涨停场面再现。可昨日沪股通的资金
流向却耐人寻味。环球快车数据显示，
早盘港资一度呈现净买入，额度使用率
接近6%，但随后快速缩减并最终逆转为
净卖出，截至收盘，沪股通买入金额
31.18亿元，卖出金额54.2亿元，净卖出
23亿元。而这已经是沪股通资金连续第
6日呈现净卖出。

从 7 月 6 日开始，沪股通便开始出
现大举净流出，当日沪股通的净卖出达
到了135.24亿元，创出沪股通开通以来
的历史最大净卖出纪录。此后的7日~10
日，沪股通的总交易额越来越小，而且
呈净流出状态，净流出金额分别为
103.58亿元、66.26亿亿元、37.59亿元及
28.51亿元。可以看出，净流出的金额在
日渐缩小。而上周，沪股通资金的净流
出金额也创出历史纪录，达到371亿元。

此前，港资对A股走向的把握大体
上准确，在大幅震荡的市场中也不忘低
买高卖。但这次，在A股市场连续上涨3
个交易日的情况下，港资却在持续卖
出，似乎有“踏空”之嫌。

不过，从沪股通成交10大活跃股可
以看出，港资交易的重点仍然是以金融
股为代表的蓝筹股。而金融股在本次A

股的反弹中，表现较为平淡。

平安、中车被持续抛售

熟悉港资动向的投资者一定还记
得，沪港通开通后的一段时间内，金融
股常常是港资的“座上宾”，特别是中国
平安，其净买入的次数远多于净卖出。
但近期，中国平安却屡屡占据卖出额第
一的位置，在上周连续遭遇10亿元级别
的净卖出。不过，这一态势在昨日得到
缓解，昨日港交所盘后数据显示，中国
平安净卖出额明显缩小，仅为 2689 万
元。而截至昨日收盘，中国平安AH差价
已经缩小到3.4%。

上榜的金融股还有工商银行、招商
银行，分别被净卖出1.47亿元及1.61亿
股。而前期港资的爱股贵州茅台、伊利
股份等，也在上周连续被抛售，上述两
只个股昨日的净卖出金额分别为 4.59
亿元及1.48亿元。

而近期频频上榜的还有中国中车，
上周其有四个交易日上榜，且均为净卖
出，而昨日中国中车继续遭到抛售，净
卖出金额达到7.28亿元，为昨日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有两只个股罕
见地出现了净买入，为国电南瑞和小商
品城，净买入金额达到1.88亿元及1.76
亿元。 《每日经济新闻》

昨天的行情，没有出现太多意外，
沪指继续稳步走高，盘中一度重新回
到4000点上方。不过，下午受指标股打
压拖累，最终沪指上涨约 90 点。相比
之下，深成指、创业板指、中小板指涨
幅更大，而且有更多的股票封死涨停。
这种状况的出现，难道是市场重新回
到了老路上？

确实，看看昨日的跌幅榜，除部分
复牌股出现跌停外，排在前面的主要还
是银行股，比如中信银行、中国银行跌
幅超过 5%，工行、建行、农行跌幅也在
4%以上。而另一方面，其他那些前期遭
遇平仓盘打压的超跌个股，近日连续暴
涨，有些个股已经连续三个涨停，而其
他一些本周刚刚复牌的个股，也加入到
了涨停板的行列。那么，如何来看待这
个问题？不是说好了主力资金大量买入
蓝筹股、指标股、成分股么？为什么刚刚
止跌几天，大盘股就不行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从上
周五开始，指标股对指数的影响其实
已经是负面的了。而之所以指数还能
够延续强劲反弹，真的还是要归功于
超跌股的大涨。这说明了两个问题；首
先，说明管理层的救市行动已经见到
成效，护盘已经初步成功。在这种情况
下，护盘大军撤离，蓝筹股出现调整是
可以想象的。而要降杠杆，蓝筹指标股
自身也需要去杠杆，比如中国平安，目
前都还身背近300亿元的融资余额，因

此要想把杠杆降下来，任务还艰巨；其
次，蓝筹股下跌，指数照样大涨，说明
在全市场去杠杆的背景下，市场本身
资金还是充裕的。既然资金充裕，那么
在护盘任务完成后，风口就又转到了
小盘股上，毕竟对于游资来说，这些股
票赚钱更快。

至于是否市场重新回到老路上，我
认为可能性也不大。所谓“老路”，那是
由巨量融资盘堆积出来的“血淋淋”的
老路。而如今，证监会已经下定决心要
清理违规配资了，说明已经找到了此次
股灾的问题症结所在，因此“老路”暂时
是回不去了。至于市场风格的转换，我
认为也只是暂时的，随着逐渐风平浪静
之后，真正能够受到资金青睐的，还是
估值合理的蓝筹股，以及真正的成长
股，以往那种随便买只概念股也能涨的
老路，怕是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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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指延续强势上攻
两市成交重回万亿元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延续强势上
攻。上证综指盘中4000点得而复失，深
证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则分别录得4%和
5%以上的涨幅。沪深两市交投活跃，成
交总量重回万亿元以上。

昨日上证综指以 3918.99 点高开，
早盘回落至 3858.64 点后开始稳步走
高，午后摸高4030.19点。此后沪指震荡
回落，尾盘收报3970.39点，涨92.59点，
涨幅为2.39%。

深证成指大涨 576.01 点后收报
12614.16点，涨幅达到4.78%。

创业板指数涨幅高达5.80%，收盘
报2683.07点。

伴随股指强势走高，沪深两市维持
普涨格局，仅50余只品种收跌。不计算
ST 股和未股改股，两市涨停个股高达
逾1500只。其中，创业板正常交易的个
股绝大多数以涨停价位报收。

行业板块表现显著分化。供水供
气、综合类，以及近期持续领涨的运输
物流板块出现在涨幅榜前列。银行、石
油燃气两大权重板块则双双逆势收跌，
前者跌幅高达3%以上。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7824 亿元和
3918亿元，总量超过1.17万亿元，较前
一交易日明显放大。

最近三个交易日 A 股持续强势反
弹，沪深股指累计涨幅分别高达13.2%
和14.2%。 新华社

昨日 A 股市场延续普涨格局，不
过，15：00~15：15，中证 500 期指的几个
合约却突然出现快速下跌后又拉起的
情况，其中，中证 500 期指 1509 合约下
跌幅度一度达到 17.08%，殊为惊人。正
是在经历了尾盘的快速回落后，主力
合约 IC1507 高达 358.4 点的升水最终
回落为贴水 126.03 点，短时间就完成了
升贴水的转换。

中证品种尾盘异动

昨日，盘面再度出现了千股涨停的
普涨局面。沪深 300 指数昨日涨幅为
2.56%，报收于4211.81点；中证500指数
涨幅为6.22%，报收于7695.63点；上证50
指数则微跌1.01%，报收于2869.05点。股

指期货方面，沪深 300 期指主力合约跌
幅为1.06%，报收于4085.4点，相比现货
贴水126.41点；中证500期指主力合约的
涨幅为5.03%，报收于7569.6点，较现货
贴水126.03点；上证50期指主力合约下
跌 2.68%，报收于 2799 点，较现货贴水
70.05点。

虽然从最终的收盘数据看，中证500
期指主力合约是贴水状态，但实际上，昨
日 15：00，中证 500 期指主力合约，甚至
其他中证合约，都是处于升水状态，而引
起结果发生重大变化的，正是尾盘15分
钟里的“跳水”。

盘面显示，中证 500 期指主力合约
IC1507，昨日15：00还站在涨停板上，点位
为7928点，而这个点位较现货升水358.4
点。然而，15：03开始，IC1507出现“跳水”，

其涨幅一度收窄到2.15%，也就是说“跳
水”幅度达7.85%，随后，该合约又被快速
拉起，最终涨幅定格在 5.03%。另外，
IC1508、IC1509、IC1512合约也都有类似
的情况发生，其中，瞬间回落幅度最大的
是1509合约，下跌幅度一度达到17.08%。

中证期指成交量抬头

记者注意到，昨日中证 500 期指的
成交量有所放大。

其实，中证500期指的成交量自7月
8日以来，一直被压制在10万手以下，但
昨日中证 500 期指的成交量明显放大，
达到了11.76万手的水平，这一水平大概
与7月7日的数据差不多。其中，海通期
货席位的成交量增长最快，昨日该席位

合计成交量为 19316 手，较前一交易日
增加了17931手之多；申银万国席位、国
泰君安席位、中信期货席位、华泰期货席
位等的成交量也都有所放大，增长都在
6000手以上。

具体席位方面，虽然本周进入到交割
周，但昨日IC1507合约持买单量前20大
席位仍在加码，增加多单529手；空头方
面，前20大席位则合计减少了796手。沪
深300期指方面，IF1507合约因交割，多
空前 20 大席位都减少了不少仓位。而
IF1508这边，国泰君安席位一马当先，以
2370手的持单量，暂列空方第一，其后的
广发期货席位、中信期货席位等也都有明
显的移仓痕迹。至于上证50期指，IH1507
合约多空前20大席位合计各减仓了1493
手和2088手。 《每日经济新闻》

A股反弹进行时
沪股通连续6日净流出

此前连破 A 股“一”字板纪录的两
市第一高价股暴风科技昨日终于复牌，
并携带了一份10转12的高送转预案。
虽然有利好对冲，但考虑到此轮大跌
中，暴风科技因停牌恰好躲过了，所以
昨日复牌的暴风科技出现了补跌。

顺利躲过前期回调的暴风科技上
周日晚间宣布复牌，并预披露了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1.2 亿股为基
数，使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12股，共计转增1.44亿股，不送
股，不派发现金股利，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将增加至2.64亿股。

虽然有利好对冲，但暴风科技昨天
全天都躺在跌停板上。收盘时，仍然有
近15万手卖单积压在卖一位置。

记者注意到，暴风科技上市首日上
涨约44%，之后便是令市场瞠目结舌的
连续 20 多个“一”字涨停板，开板后继
续上涨，股价最高触及327.01元。6月10
日，暴风科技报收于 307.56 元，此后开
始停牌。而就在暴风科技停牌期间，A
股市场大幅回调，创业板指区间跌幅超
过30%。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暴风科技、常
山药业、美盈森、莱茵置业等于 6 月 15
日之前就已经停牌的个股，昨日迎来了
复牌。不过，这批“侥幸”躲过了调整的
个股，昨日无一幸免，皆以跌停收盘。

《每日经济新闻》

泸天化与川化股份
同业竞争问题终获解决

12 日晚间，*ST 天化（即泸天
化）发布关于股东权益变化的提示
性公告称，其控股股东四川化工与
泸州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国有产权
无偿划转协议》，四川化工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控股股东泸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全部无偿划
转给泸州市人民政府。至此，四川化
工旗下川化股份和泸天化两家上市
公司多年悬而未决的同业竞争问题
终获解决。

资料显示，泸天化与川化股份
同业竞争问题由来已久，2000 年，
四川化工成立并同时持有泸天化集
团和川化集团100%的股权。2008年
8 月，经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
会批准，四川化工无偿受让泸天化
集团、川化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权，
成为泸天化股份和川化股份的直接
控股股东。

由于泸天化和川化股份均以化
肥、化工产品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为
主营业务。因此，自四川化工无偿受
让泸天化集团、川化集团所持泸天
化股份、川化股份股权后，两家上市
公司便产生了同业竞争。

2014 年四川化工将其所持有
的公司 39.33%的股权无偿划转给
泸天化集团公司，由于四川化工持
有泸天化集团100%的股权，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仍然为四川化工，两家
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依然存在。

此次发布的收购报告书显示，
四川化工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
式，解决泸天化与川化股份两家上
市公司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和关联
交易。本次股权划转后，泸州市国资
委对泸天化集团履行出资人职责，
并通过泸天化集团控制公司，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公告称，泸州市国资委接收泸
天化集团股权后，拟通过进一步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促
进泸天化集团及下属企业实现产业
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新华社

从7月9日的绝地反击开始，上证
指数已经连续第三天大幅上涨，三日累
计涨幅达到13.2%。不过，在A股市场
情绪渐显乐观的当下，港资的态度却显
得有些微妙。记者注意到，昨日早盘沪
股通资金一度呈现小幅净流入，但午后
加速流出，而这已经是沪股通资金连续
6日出现净流出的情况。

大通燃气
设立能源产业投资基金

大通燃气（000593）今日公告
称，公司有意与睿石投资合作发起

“大通睿石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基
金拟引入多家能源行业的产业资本
与金融资本合作方，充分发挥各方
的优势，助力大通燃气未来的战略
布局。大通燃气介绍，基金分两期发
行，首期规模不超过 15 亿元，投资
领域包括城市管道天然气、上游油
气资源、LNG产业链和新能源企业
及资产。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7月
14日开市起复牌。

天兴仪表
终止重大事项复牌

天兴仪表（000710）今日公告
称，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终止与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公司股
票将于7月14日开市起复牌。

科伦药业
实控人计划增持

科伦药业（002422）今日公告
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革
新先生拟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预计合计增持金额
不低于5000万元，增持人所需的资
金来源为其自筹获得。公司股票自
7月14日开市起复牌。

新都化工
终止筹划重大事项

新都化工（002539）今日公告
称，公司此前拟收购涉及公司主营
复合肥业务上游产业链的一家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但双方就标
的公司拥有的磷矿资源在作价上存
在较大分歧，后经多次磋商、沟通，
最终对交易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双方决定终止本次交易。经申
请，公司股票将于7月14日复牌。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中证500期指尾盘巨震
15分钟大幅升水变贴水

同步播报

川股动态

重回老路？

A股此轮救市中，险资的作用不容
小觑。保监会7月9日披露的数据显示，
自此轮股市大幅波动至 7 月 8 日，保险
机构持续买入股票和股票型基金，股票
累计净买入 574.2 亿元，股票型基金累
计 净 买 入 548.42 亿 元 ，合 计 净 买 入
1122.62亿元。

多险企高调救市

7月9日，华夏保险发布声明，公司
旗下华夏久盈资产公司已于近期在资
本市场持续增仓以银行为代表的大盘
蓝筹股等股票权益资产，规模已达数十
亿，并将积极参与中国铁建定向增发。

实际上，华夏保险此次豪掷数十亿
救市并不令人意外。记者统计显示，截
至 2015 年一季度末，华夏保险在 20 家
上市公司中位居前10大股东之列，显示
出其较为积极的投资风格。其中，一季
度新增个股有：申万宏源、金科股份、上
港集团、中国联通、*ST海润、安徽水利、
东方证券、太平洋、中国铁建、中国平安
和中国中铁等。

此外，7月1日，安邦保险首度对外
披露投资策略时称：“坚持价值投资，一
般以大蓝筹为主，投资标的选择 PB 低
于1、ROE高于10%的公司，低点购入。”
据知情人士透露，7月6日中国人寿与中
国人保各出资500亿元认购蓝筹ETF基
金，同时加仓部分权重蓝筹股。这亦反
映出大型保险公司在投资策略上对大
盘蓝筹股的偏好。

国华人寿也是近期高调护盘的保险
机构之一。根据上市公司公告，7月7日~8
日，国华人寿相继增持有研新材5762万
股、国农科技419万股，增持后，国华人寿
分别占上述公司总股本的7.5%和5%。此
外，记者还注意到，国华人寿通过旗下万
能三号账户持有天海投资14.45%的股份。

利于中小险企集中持股

7月8日，《关于提高保险资金投资
蓝筹股票监管比例有关事项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的落地，为险资加码
权益投资埋下伏笔。《通知》显示，对符
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将投资单一蓝筹股

票的比例上限由占上季度末总资产的
5%调整为 10%；投资权益类资产达到
30%比例上限的，可进一步增持蓝筹股
票，增持后权益类资产余额不高于上季
度末总资产的40%。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保险学系主
任王绪瑾告诉记者，对保险机构而言，虽
然投资风格存在差异，但监管比例进一
步放开意味着更多的投资选择权。

业内人士指出，监管比例的放开，理
论上可新增万亿资金入市。尤其是将投资
单一蓝筹股票的比例上限“由占上季度末
总资产的5%调整为10%”，有利于资产实
力不足的中小保险公司集中持仓，并引导
更多的中小保险公司转向价值投资。

前海人寿便是其中典型。记者注意
到，万科A7月11日公告，前海人寿7月
买入万科 A5.53 亿股，占总股本的 5%，
持股市值73亿~85亿元。虽然前海人寿
一季度末总资产数据暂未披露，不过，
以其2014年末总资产560亿元计算，上
述投资单一蓝筹股票的比例已经大大
超过了此前5%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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