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5日至今
1467家公司掀增持回购潮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Wind数
据显示，6月15日至今，沪深两市共
有1310家上市公司获股东增持，增
持次数达7194次，累计增持股份
98.52亿股，累计市值达1295.66亿
元。此外，157家公司回购股份，回购
金额上限为493.36亿元。

上市公司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
超过10亿股的包括浦发银行和万科
A两家，计划增持或回购金额超过
10亿元的达14家。9月以来，567家公
司获增持或回购。其中，海通证券和
万科A分别推出216亿元和100亿元
的回购计划。

从行业类型看，增持或回购公
司数量较多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
信、化工、电气设备和医药行业，分
别为118家、109家、91家和84家。增
持金额超过1亿元的162家企业中，
房地产、医药行业表现出众，计算机
通信、化工延续较高的增持数量。金
融行业则出现较多的大手笔增持、
回购案例，如浦发银行以278.11亿
元的净增持金额居首。

券商分析人士表示，股东增持
和上市公司实施股份回购预案发布
后，整体上会对提振股价产生较好
的效果。从增持或回购的原因来看，
大股东及高管原因各异。其中，大部
分公司增持或回购是响应证监会的
要求，彰显对个股发展的信心。梳理
发现，不少公司在获大规模增持的
同时，正在推出非公开发行方案。在
股价大幅下滑的情况下，目前已有
数百家上市公司定增破发。而大股
东在预案推出同时，大手笔增持，则
是为了增发护航。此外，不少公司增
持是为应对“野蛮人”举牌，重夺大
股东控制权的无奈之举。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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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周五的跌势，昨日早盘沪指一
度继续杀跌近50点。但随后大盘逐渐走稳
并不断震荡上扬，最终沪指小涨报收。相
比之下，创业板反弹力度更大，创业板指
数涨幅达5.01%，一举收复上周五的失地。
更值得注意的是，两市成交量严重萎缩，
沪指仅成交1664.2亿元。如此地量，是否
意味着市场做空动能已经逐渐衰竭？

先来回顾一下昨日早盘的快速杀跌，
这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此前我曾经说
过，本周将是清理配资，关闭伞形资金的
最后阶段。因此，当被动抛盘出现后，短暂

的快速杀跌也就出现了。但是大家也可以
注意到，在昨日的杀跌过程中，前期那种
投降式抛售几乎绝迹了，跌停板上的个股
绝大部分都是长期停牌后复牌补跌，这种
情况已经很难对市场构成实质性的伤害。
所以，当抛压被市场消化后，震荡回升也
就顺理成章了。

接下来，再谈谈连续不断的地量。昨
日，沪市仅成交1664.2亿元，这样的交易
量，已经是去年11月份之前的成交水平
了，而当时沪指点位在2500点之下。那么，
这样的地量如何理解？我认为，在监管层
将去杠杆坚决进行到底的背景下，未来两
市总成交量肯定会比今年上半年下一个
台阶，两市过万亿的情况将在一定时期内
成为历史。其次，持续地量，也说明市场做
空动能接近枯竭，该走的人基本都走了，
还有一部分机构锁定了仓位。但或许你会

问，地量成交，说明买的人也很少啊？确
实，由于长假将至，观望氛围更加浓厚，但
对于“恶意”观望或者“恶意”空仓的人来
说，他们不怕股市下跌，怕的是踏空风险。
所以，未来一旦有人在市场点一把火，这
些资金就将慌忙入市。

最后的问题是，谁来点这把火？创业
板似乎有这个苗头，在经济预期不佳，经
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创业板个股依然是追
求超额利润资金的宠儿。而近期，创业板
走势明显强于主板，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看到了赚钱效应。我认
为，如果未来创业板率先杀出一条血路，
就有可能引发整个市场反弹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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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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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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注意到，暴风科技自从9月18日
每10股转增12股除权后，连续收获4个涨
停。在此前，即9月16日和17日就已经有资
金介入，出现了连续涨停。

值得一提的是，从昨日的盘面来看，
有资金已经闻风而动开始布局除权股，万
好万家、海能达、众信旅游等出现涨停。
有分析表示，这只能视作一个短期行为，
或者说是交易性机会，建议投资者短线介
入适可而止。

节前迎来除权潮

大假来临之前，不少投资者心思或许
已经到了千里之外。不过，就在假期来临
前的三个交易日，众多推出中报高送转方
案的公司开始进行除息除权。数据显示，
昨日万好万家、宝泰隆、京运通、万达院线
等数只个股进行了除权，其中，尚在停牌
中的万达院线经历10股转增10股后，股价
将从163变为81.5元。此外，除权之后将造
就一批低价股。昨日，宝泰隆实施10股转增
15股，股价从13.80元变为5.52元；京运通则
在10转10后，股价从12.75元变为6.38元。

记者注意到，面对正在袭来的除权
潮，不少先知先觉的资金已经开始布局，
昨日，实行10转12的万好万家在尾盘直封
涨停；海能达股价则一路上升，收盘前实
现涨停。值得一提的是，将于今日（9月29

日）实施10转10的众信旅游同样涨停。此
外，宝泰隆、京运通、利君股份等个股同样
涨幅不俗。今明两日，A股市场还将有多
家公司实施中报高送转方案，其中不乏市
场热门公司，如金一文化、跨境通、迅游科
技等。不过由于不少公司尚在停牌之中，
除权后的市场表现仍有待观察。

短线炒作适可而止

记者了解到，今年市场一度掀起中报
高送转浪潮，昆仑万维、迅游科技更是推
出了10转30的超豪华方案。不过随着市场
走向低迷，高送转炒作偃旗息鼓。但随着
近期暴风科技连续6涨停带动整个高送转

板块，中报高送转板块开始“蠢蠢欲动”。
但由于实施高送转的个股以上市不久的
次新股偏多，个股在炒作的同时，承受的
抛压也比较大。

一位深圳地区私募人士告诉记者，在
A股市场，“高送转”比较受游资青睐，跟
风的散户资金也比较多，经常形成一股炒
作之风，对于股灾后上市公司的“高送
转”，部分是自救，部分是回报一些重仓的
机构，这只能视作一个短期行为，或者说
是交易性机会，对中长线价值投资者和成
长投资者来说意义不大。对专业机构来
说，一般不会介入这类题材炒作，建议投
资者短线介入，适可而止。

《每日经济新闻》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震荡反
弹，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分别重
返3100点和万点整数位，创业板
指数表现强劲，大涨逾5%后收复
2100点。市场呈现明显“二八分
化”格局，石油燃气等权重板块逆
势收跌对大盘涨幅形成压制。

延续前一交易日调整势头，
上证综指以3085.57点小幅低开，
早盘快速回落至3042.31点后开
始震荡回升，收盘时勉强站稳
3100点，报3100.76点，较前一交
易日涨8.41点，涨幅为0.27%。

深证成指也返回万点整数位
上方，报10115.55点，涨210.78点，
涨幅为2.13%。

创业板指数表现强劲，大涨
5.01%后，以2122.26点报收。

股指全线反弹的同时，A股
现“二八分化”格局。伴随中小市
值个股集体走高，两市上涨品种
总数超过2100只。不计算ST个股
和未股改股，两市超过130只个股
涨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收红，但总
体表现平淡，整体涨幅均未超过
1%。农业、汽车、服装纺织等板块
涨幅靠前。通信、石油燃气、银行
板块逆势小幅收跌，成为压制大
盘涨幅的主要因素。

在股指回升的同时，沪深两
市显著缩量，仅分别成交1664亿
元和2380亿元，总量降至4000亿
元附近。

沪 深 300 指 数 收 报 3242.75
点，涨10.80点，涨幅为0.33%，与
沪指相近。10条行业系列指数中
7 条 上 涨 ，不 过 除 300 信 息 涨
3.58%外，其余指数涨跌幅度都
不足1%。

沪深B指同步反弹。上证B指
涨0.64%至309.97点，深证B指涨
1.59%至1041.84点。

在市场风险偏好明显下降的背
景下，近期A
股呈现震荡
整理格局，
反弹或调整
的时间和幅
度都较为有
限。此外，伴
随国庆长假
临近，投资
者持币过节
意愿有所增
强，导致市
场成交大幅
萎缩。

新华社

兴蓉环境 签署投资合同

兴蓉环境（000598）今日发布公
告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成都市
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自
来水公司）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开发展基金）分别就
成都市郫县自来水七厂二期工程项
目，成都市高新区、天府新区等自来
水绕城高速输水管道（光华八线
——江家立交）项目及成都市郫县
自来水沙西线输水管线（唐昌——
绕城高速）项目签订一揽子《投资合
同》。自来水公司拟通过国开发展基
金对其增资扩股的方式，筹集15年
期3.48亿元人民币，用于项目建设。
兴蓉环境表示，本次合作有利于公
司缓解资金压力、降低资金成本、拓
宽融资渠道。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川股动态

节前高送转除权“潮涌”
私募：短线炒作适可而止

昨日市况

A股反弹现“二八分化”
创业板指表现强劲

正当市场各方在争论国庆大假
是持股还是持币过节之际，此前上
市公司争先披露的中报高送转方案
开始悄悄落地，就在节前的交易日，
A股市场迎来了一波除权潮。

反弹行情
还差一把火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宸道85573263，18180867385

搬家公司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13688378605★高收二手物资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18200391756高价收空调桌椅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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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李跃杰身份证(51010719910
8300031)遗失

房屋租售
●低售310平月租1.7万66620888

写字间租售
●庆玲楼青羊总部优租86927793
●庆玲楼红星路地铁旁园林整层

总价低（宜办公）86927793

酒楼·茶楼转让
●红星路茶楼低转13086665110
●彭州酒店转让13666188389

餐馆转让
●低价转或合作草市街时代印象
盈利特色中餐厅13924161268王
●簧门街290平餐租13388198836
●九里堤500平餐转15378199866
●洞子口火锅低转67611111
●华阳1200火锅转15520656888
●八百平火锅出租13281163653
●神仙树南路600平知名火锅店
优转价格面议13980910348
●双流火锅优转13880268129

●餐饮出租转让15378189849
●转交大北门火锅18100833688

店 铺
●商业3F整层507平15882329260
●东门万达广场临街旺铺中医馆
转让或招租13550096261吴
●盈利超市带证转18980821388
●玉林850底商出租13980956078

厂房租售
●新都标准厂房租13980049088
●龙泉16000平厂房1380806243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新都工业区5000平米标准厂房
出租刘先生13881810959
●金牛土桥带10T行车标准厂房

、办公楼、展厅出租87595207

招 商
●转高新区33亩商业地及金牛区
7.5亩住宅地13198543600
●低价转让壹级建筑公司

15002891461

●特优项目寻合作13982088680

●★★农场转让18908030785

●寻联办养老医院 15828341107

●3600/㎡售商业楼1390819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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