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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沪指大涨411点，取得六月

首周“开门红”，周涨幅为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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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舜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协

办、国都证券提供交易平台，在成都、

北京、上海、深圳、郑州等十余个城市

同时进行的大型实盘赛事———“第

四届中国股王争霸赛” 上周也是好

戏连台。上月冠军“袁大爷”在小幅

修整后再次发力， 一周大赚34.80%，

以84.11%的总收益率实现弯道超车，

重回领跑位置。

赛程过半，前三名选手的整体收

益率均已突破70%大关。截至上周五

收盘，选手“上善若水”和“吹风下

雨”， 分别以71.19%和70.42%的收益

率暂时排在第二和第三的位置。

大盘站上5000点，板块轮动幅度

着实惊人，5000点之后什么都有可能

发生， 接下来的比赛也将更加精彩，

高手们能否树上开花再创收益神话

值得期待，紧跟高手步伐或不失为一

个抗震良方。

成都商报记者 费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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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大宗交易额创新高

随着A股行情持续上扬， 二级市场激

情四射，成交量屡创新高。在二级市场交

投活跃的同时， 大宗交易额也逐步增大，

上市公司股东趁火爆行情频频减持，机构

投资者则积极介入。

据万得资讯数据显示，2014年4月底

至2015年4月15日， 共有约1200家上市公

司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出售478亿股， 折合

金额5123亿元，占同期全部股票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的3.5%。其中，主板、中小板、创

业板分别成交2071亿元、1419亿元和759

亿元，分别占同期全部股票平均自由流通

市值的2.5%、5.7%和6.3%。对此，华信证券

认为，这反映出中小板、创业板的减持愿

望更强烈。

有分析人士认为，大宗交易频繁与限

售股抛售有关。一方面，近一年来个股涨

幅较大，一些解禁股获利丰厚，股东趁机

减持；另一方面，原来潜伏的机构也有获

利了结的意愿，而一些手中无筹码的机构

则借道大宗交易低价吸货。

机构“对倒”频繁

机构借道大宗交易出货手法也很凶悍。

2015年4月13日~5月4日，机构接连出

货酒钢宏兴，累计成交9.62亿股，成交均价

为5.60元，成交金额高达53.87亿元。记者

注意到，机构曾在去年大量低吸酒钢宏兴

筹码。2014年6月27日~8月15日，机构累计

吸纳酒钢宏兴17.38亿股， 成交均价2.39

元，耗资41.54亿元。数据显示，自2014年6

月27日机构介入以来，酒钢宏兴累计上涨

271.98%，上周四、上周五更是连续涨停。

此外，近期大宗交易市场还出现了一

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机构专用席位之间交

易频繁。具体来看，自5月底以来，在大宗

交易市场，泰尔重工、光迅科技、万科A、格

力电器、广宇集团、国星光电、榕基软件、

荣之联、国药一致、美的集团、旋极信息、

新海宜、承德露露、高乐股份、圣农发展、

歌尔声学、益生股份、福瑞股份、三维丝、

爱康科技、安利股份、福星晓程、纳川股

份、凯利泰、亚厦股份、和而泰、海康威视、

新大陆、蒙发利、荣科科技等个股均出现

了机构专用席位之间交易的情况。

大部分机构之间的交易均选择以上

市公司当日收盘价为成交价。对于这一现

象，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或许是机构

在调仓。从上述公司一季度的股东名单来

看，这些公司大多是基金重仓股。

可以看到， 一些机构参与的股票表现

不错，如纳川股份、荣之联等。上述两股5月

分别上涨了43.4%和34.53%。事实上，如果

你未在第一时间关注大宗交易， 通过关注

公众号“添升宝”（you-daydayup）也有望

在后期抓住这类机会。“添升宝”会在每日

开盘前公布金牌分析师的最新观点。 之前

分析师们已挖掘出万泽信息、 博深工具等

众多大牛股。5月25日分析师挖掘出的纳川

股份7个交易日上涨25.42%，上周二挖掘的

天邦股份两个交易日上涨11.94%。

接谁的盘是关键

记者注意到，对很多出现在大宗交易

平台的个股而言， 比机构接盘更重要的

是，机构接了谁的盘！一般来说，机构在大

宗交易平台接手的股权来自上市公司股

东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上市

公司股价大幅上涨的概率很大。

比如，凤竹纺织曾于2015年5月6日公

告，公司第二大股东振兴实业于5月4日通

过上证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

1357万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4.989%，

减持均价为14.91元；5月14日，公司再度公

告， 振兴实业于5月12日通过大宗交易系

统累计减持公司1360万股股票，占公司总

股本的5%，减持均价为16.02元。

记者注意到，振兴实业抛出的股票几

乎全部被“机构专用”席位接走。

从凤竹纺织的股价走势看， 机构在5

月4日接盘后， 公司股价出现连续下跌。5

月5日~7日，凤竹纺织累计下跌12.69%，股

价从15元上方最低跌至13.48元。 不过，此

后公司股价迅速上行。5月8日~14日，凤竹

纺织暴涨40.85%，股价一度突破19元。

值得一提的是， 凤竹纺织股价在5月

14日创出19.01元的历史新高后有所回落。

5月15~19日，公司股价下跌15.79%。此时

机构又站了出来， 成功地托起了股价。据

上证所披露的数据显示，5月19日凤竹纺

织又发生了一笔大宗交易，买卖双方营业

部与此前的两批大宗交易相同，卖方为兴

业证券晋江塘岸街营业部，买方为“机构

专用”席位，交易均价为15.84元。机构一

出手，凤竹纺织股价立刻企稳回升。

与凤竹纺织如出一辙的还有迪马股

份、长园集团、卫宁软件、雅本化学等个股。

对此， 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师表示，

部分机构通过股份受让的方式低价获取

上市公司股权，与上市公司股东形成利益

捆绑，然后利用手中资源优势推动股价上

涨，达到双赢的局面。

星网锐捷6月4日的一笔大宗交易数据

显示， 长江证券福州五一北路营业部以

37.18元的均价向“机构专用”席位转让520

万股，成交金额达1.93亿元。而据上市公司公

告，出货的正是持股5%以上的股东FINET。

另外，中银国际昆明东风西路营业部

于6月3日出手沃森生物100万股， 成交均

价为35元，成交金额3500万元，接盘方为

“机构专用”席位。根据沃森生物此前公

告及大宗交易的情况分析，此番抛售的极

有可能是公司第四大股东红塔创新投资。

记者还注意到，鼎龙股份、锦富新材、

五矿稀土等也出现了股东抛售而机构通过

大宗交易接盘的情形。

《每日经济新闻》

杠杆上的牛市总伴随着市场对杠杆

的爱和恨而一波三折。

6月5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在例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有关恒生HOMS

问题时，再次强调“未经批准，任何证券公

司不得向客户融资、融券，也不得为客户与

客户、客户与他人的融资融券活动提供任何

便利和服务。”这一说法将市场关注已久的

配资问题又一次推上风口浪尖。

证监会对场外配资态度严厉

在证监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

问道，“有报道称，监管层要求券商自查A

股场外配资，恒生HOMS系统被禁配资端

口接入，请问此事是否属实？对此监管层

有何评价？”

虽然张晓军未直接回答配资和

HOMS系统的问题， 但措辞严厉地表示：

“证监会高度关注证券公司信息技术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情况，以及信息技术系统外

部接入的风险管理情况。无论是证券公司，

还是为证券公司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服务

商，都应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有

关规定， 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非法证

券活动。证监会已多次重申，按照《证券公

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未

经批准，任何证券公司不得向客户融资、融

券，也不得为客户与客户、客户与他人的融

资融券活动提供任何便利和服务。”

早在4月中旬， 证监会就曾发文要求

券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场外股票配资、

伞形信托等活动， 不得为场外股票配资、

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

券商：清查配资利好两融

事实上，自从证监会4月中旬发文后，一

到周末关于降杠杆的传闻就层出不穷。 如5

月22日齐鲁证券内部通知有关部门进行配

资的自查，“对自查过程中发现、 确认存在

利用所提供的数据端口进行场外配资行为

的，2015年5月25日(周一)起一律停止数据端

口服务。” 上周五证监会表态后，6月6日上

午，又有媒体报道，长江证券要求各营业部6

月12日收市后关闭所有客户HOMS接入接

口，也不再接受新的接入需求；各营业部全

面清查其他第三方交易系统接入情况。

此后，长江证券表示，文件图片所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与其公司

公章不符，该公司公章系伪造。此后媒体

撤回了这条稿件。

不过，业内人士对于配资业务所带来

的风险依然关注。华泰证券指出，由于配

资清查趋严的风向不变，未来配资资金将

出现流出，高杠杆配资买入的无业绩支撑

的股票风险较大。但另一方面，“场外配资

端口严查后， 两融成为唯一合规融资窗

口，对券商两融将是利好。”

6月4日， 两市融资余额达2.1698万亿

元，融券余额75.2亿元，融资融券余额占A

股流通市值比重为3.97%，较5月底的4.11%

小幅下降。

《每日经济新闻》

创业板

平均市盈率

已达143倍

创业板持续走

强， 股票市盈率持

续上升。 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数据，截

至6月5日 （上周

五）收盘，创业板

平均市盈率已达

143.17倍， 是深市

股票平均市盈率的

2倍多。

数据显示，截

至上周五收盘，深

证 成 指 报 收 于

17649.09点， 股票

平均市盈率 67.13

倍， 股票平均价格

26.22元，均是今年

以来最高位； 中小

板 指 报 收 于

11718.20点， 股票

平均市盈率 83.16

倍， 比前一交易日

高0.72倍， 也是今

年以来最高位。

截至上周五收

盘， 创业板报收于

3885.83点，有上市

公司464家，总流通

股本9494亿股，今

年以来市盈率最高

146.57倍，出现在6

月3日。

从行业市盈率

看， 创业板最高市

盈率出现在运输仓

储板块， 这个板块

有上市公司3家，平

均市盈率达397.29

倍；次之是采矿业，

有上市公司4家，加

权平均的市盈率有

303.35倍。

此外， 创业板

还有3个行业板块

超过平均市盈率，

分别是批发零售、

信息技术和卫生。

拥有332家上市公

司的制造业板块平

均市盈率为125.19

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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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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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踊跃操盘暴露个股动向

大宗交易里暗藏投资良机

持有二三四五、瑞贝卡未操作

持有天汽模未操作

持有天马精华、红旗连锁未操作

持有东兴证券未操作

持有健康

B

、方正科技未操作

持有北陆药业未操作

上善若水

吹风下雨

傅老师

三根

电动

铁二娃

清风

春笑

大黄蜂

2

3

4

5

6

7

8

9

10

855941.22

852110.73

836080.11

805226.67

718565.72

713105.58

712060.44

712015.24

707352.77

71.19%

70.42%

67.22%

61.05%

43.71%

42.62%

42.41%

42.40%

41.47%

4.32%

33.81%

11.13%

30.86%

12.43%

1.07%

5.81%

15.60%

5.85%

持有波导股份未操作袁大爷

1 920559.54 84.11% 34.80%

排

名

参赛名 代码 简称

买卖

方向

成交

数量

（股）

成交均价

（元

/

股）

总资产

（元）

总资产

盈亏比

周收

益率

300059

东方财富 卖出

8100 101.00

000616

海航投资 买入

54400 14.96

002546

新联电子 卖出

24000 35.00

600152

维科精华 买入

49200 17.00

600886

国投电力 卖出

7000 12.69

601718

际华集团 卖出

4000 12.12

第四届中国股王争霸赛收益率前十名选手操作情况（6月5日）

本次大赛为实盘操作，所有选手起始资金为

50

万元，比赛时间为

4

月

20

日

~7

月

31

日，紧跟高手操作节奏，获取超额投资收益。欲获取比赛优秀选手即时

交易信息，欢迎拨打手机：

13980756108

。

上周，多空双方经过激烈而残酷

的争夺后，最终5000点大关还是被多

方拿下。本周市场将如何运行？昨日

记者就此采访了张道达先生。

多空博弈空前激烈

记者： 沪指终于成功站上

5000

点，如何看待

5000

点的重要意义？

道达：

指数点位的整数关口，向

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轮牛市，

大盘去年在2000点持续横盘筑底，随

后在3000点关口反复震荡， 都充满着

多空双方激烈的博弈。4000点整数关

之所以能够顺利突破，与市场强大的

赚钱效应吸引了巨量新股民涌入有

关。而此次冲击5000点整数关口，市场

则经历了“5·28暴跌”的洗礼后，最终

才在上周实现突破。一方面，说明这一

点位不仅受到获利盘兑现的压力，同

时市场心态也有一定畏高情绪。但最

终的突破则说明，市场自身的强大力

量，决定了指数运行的方向。我认为，

大盘能够站上5000点， 对于牛市的持

续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记者： 上周消息面并不平静，你

怎么看？

道达：

市场的巨幅波动不仅在考

验着投资者的交易水平，也说明多空

博弈正在进入空前激烈的状态。近

期，不少未经证实的政策消息，在不

断对市场形成明显冲击。比如，上周

关于印花税的传闻、券商通知客户清

仓的传闻、证监会严打场外配置的传

闻等，很多谣言充斥着消息面。这也

让证监会看不下去了，上周五证监会

终于表态，提醒投资者不信谣、不传

谣、不盲从，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所以， 我认为大家在听到一些传闻

后，还是要自己理性分析，未经证实

的传闻千万不要相信。

个股分化仍会继续

记者：

5000

点能否看做牛市的新

起点？

道达：

从长远来看，5000点至少

可以说不是牛市的终点，毕竟上方还

有“6124点”在等待多方去攻克。但

短期看，我认为5000点整数关口不会

像4000点那样一跃而过，后市很可能

还会在这一点位展开拉锯战，大家后

市要做好震荡的心理准备。

记者： 上周沪指站上了

5000

点，

但创业板指却逆势回落，你怎么看？

道达：

本轮行情，创业板市场和

主板市场似乎很难形成共振，创业板

连续新高的时候， 主板步履蹒跚；主

板攻城拔寨的时候，创业板又放慢脚

步。我认为，上周五小盘股的下跌，与

市场传闻，以及投资者的畏高情绪有

很大关系。上周我已经提到过，后市

个股的分化还会愈演愈烈，大家在选

股票时，有必要回避一些涨幅太大的

个股， 这类个股在创业板中普遍存

在。不过，就创业板指而言，虽然上周

五调整了，但技术面并未走坏，趋势

依旧保持得比较好，未来是否继续追

赶沪指的点位， 大家可以保持观望。

成都商报记者 曾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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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钢钒钛 （000629） 今日公告

称， 公司拟将持有的鞍钢香港公司

100%的股权和鞍澳公司100%的股权

转让给鞍钢集团矿业公司，交易价格

将以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经鞍钢集团

公司备案后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

定，对价支付方式为现金。攀钢钒钛

本次拟出售的鞍澳公司和鞍钢香港

公司均为投资公司，鞍澳公司主要资

产为持有的卡拉拉矿业有限公司

52.16%股权，鞍钢香港主要资产为持

有的金达必公司35.89%股权。金达必

公司的主要资产为持有的卡拉拉

47.84%股权。攀钢钒钛表示，本次出

售股权，预计将减少公司合并报表资

产总额人民币198.50亿元，将减少公

司合并报表负债总额人民币185.33

亿元。出售股权的损益目前尚无法预

计，将根据后续的资产评估和审计的

结果予以确定，公司将及时就相关情

况进行公告。公司股票将于6月8日开

市起复牌。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措辞严厉 证监会再谈HOMS系统清查

� � 近期以来， 在沪

深两市的大宗交易平

台， 机构出现的频率

大幅增加。 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使机构有了

介入的机会， 这也为

普通投资者选股提供

了一定的参考。

天神娱乐董事长豪掷千万元

要和巴菲特吃午饭

在与“股神” 巴菲特共进午餐的名单

中，再现“中国”二字。这次将与股神共进午

餐的是天神娱乐董事长朱晔。

今年和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拍卖活动于5

月31日~6月5日在eBay（易趣）上举行。起拍

价为2.5万美元，中标者最多可带7位同伴与

巴菲特在纽约知名的牛排馆共进午餐。最终

北京时间6月6日，这场全球瞩目的午餐拍卖

结果出炉，A股中小板公司天神娱乐董事长

朱晔以235万美元 （约合1457万元人民币）

的竞标价获得胜利。

包括今年在内，巴菲特午餐拍卖已举办

了16届，自2003年起转为网上拍卖。所得善

款全部捐给位于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的

格莱德慈善基金，用于帮助旧金山海湾地区

的贫困和无家可归的人。截至2015年，这项

活动已筹集善款1780万美元。

历史上，多位华人拍得这一机会：步步

高集团董事长、著名投资者段永平，中国私

募教父赵丹阳，分别在2006年和2008年拍得

这一机会。

记者注意到， 巴菲特很少投资科技公

司。巴菲特曾在2010年的股东大会上亲口承

认，自己对科技公司的认识，“可能在全世界

的前一千、前一万名都排不到”，他说：“在

座的每一个人都懂可口可乐的生意。我却敢

说，没人能看懂新兴的一些互联网公司。”

那么， 做游戏的天神娱乐董事长朱晔，

到底能和巴菲特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每日经济新闻》

5000点

还有激战

两市“深V”之后 前三选手收益率过70%

攀钢钒钛 公布重大交易今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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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235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