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股涨停多只大涨 渝股“涨”声不断
重庆板块连续两个交易日走强，投顾提醒别盲目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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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欧阳玮继续领跑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但宇

重庆板块连续两日走强

4月9日，重庆板块概念股走势强劲。梅安森
一字涨停，福安药业开盘不久后便涨停，渝开发临
近上午收盘时冲高涨停，远达环保、财信发展、中
交地产等个股纷纷拉升。

截至4月 9日收盘，梅安森、福安药业、渝开
发、*ST嘉陵涨停，远达环保大涨7.44%，财信发
展涨幅达到6.91%，中交地产涨超5%。

据了解，这已经是重庆板块连续第二个交易日
走强。4月8日，重庆板块52只概念股中（包含B
股）23只实现上涨，渝三峡A、梅安森、渝开发、福
安药业均涨停收盘，迪马股份涨近9%，三圣股份大
涨6.67%，太极集团，中交地产均涨超5%以上。

而个股方面，受工业大麻概念影响，福安药业
已连续7个交易日涨停。其余个股中，4月1日至
4月9日期间，福安药业累计涨幅高达76.75%，梅
安森、迪马股份、渝开发、莱美药业、中交地产、渝
三峡 A 累计涨幅均超过 20%，分别为 29.38%、
28.46%、25.51%、24.81%、21.84%和 21.36%。太
极集团、三圣股份、长安汽车、*ST嘉陵等10只个
股涨幅均超10%。

各路游资助推个股走强

资金方面，据东方财富网数据显示，4月9日，重
庆板块主力净流入金额1308万元，排在地域板块第
2位。其中超大单净流入1.14亿元，净占比1.15%。
4月9日重庆板块主力净流入最大股为渝开发。

而龙虎榜数据显示，近两个交易日，渝股福安
药业、渝开发、梅安森、渝三峡A4只个股登上了
龙虎榜，而这4只个股买卖金额最大前五名均为
各路游资。

4月8日，福安药业龙虎榜数据显示，近三个
交易日，买入金额最大前五席位分别是华鑫证券
苏州总官堂路营业部、国泰君安上海江苏路营业
部、国盛证券宁波桑田路营业部、国泰君安南京太
平南路营业部和兴业证券福州湖东路营业部，买
入 金 额 分 别 为 2300.64 万 元 、1918.63 万 元 、
1778.66万元、1397.61万元和1217.36万元。卖方
席位中，前四席位近3个交易日净卖出额均超过
2000万元，华福证券厦门湖滨南路营业部净卖出
4254.61万元，排在第一位。

4月9日，安信证券上海杨浦区殷行路营业部
大手笔买入渝开发 3155.77 万元，占总成交比例
的8.63%，排在当日买一席位。卖方席位中，国盛
证券宁波桑田路营业部净卖出金额最大，达到
1940.83万元。

渝三峡A4月9日的龙虎榜中，则出现了知名
游资西藏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结路第二证券营业
部的身影，当日该营业部买入381.36 万
元，卖出239.05万元，分别排
在买四和卖五席位。

昨日虽然市场总体观望情绪较浓，“上
游新闻·券商擂台”赛场上交投却较为活
跃，多位选手选择在震荡中调仓布局。与
此同时，7 位选手的成绩普遍出现回升，其
中开源证券欧阳玮更是在不到两周的时间
里总收益率达到了 28.86%，以压倒性的优
势占据着冠军宝座。

虽然 A 股主要股指呈集体宽幅震荡走
势，参加券商擂台赛7位选手的成绩却普遍
出现了回升。

其中，欧阳玮稳稳地占据着冠军的位
置。受益于清仓赫美集团获得的收益以及金
禾实业股价的上涨，欧阳玮的成绩大幅提
升。截至目前，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欧阳玮的
账户总资产已经增长至128.86万元，总收益
率亦升至28.86%，较上一个交易日上升6.59
个百分点，并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着冠军宝
座。

排名第二名的则是南京证券姜文礴。开
赛以来，姜文礴便一直坚持“持股待涨”的策
略，手中共计持有科达股份、长信科技、申通
快递、罗牛山4只个股。昨日，受益于持有的
科达股份、长信科技等4只个股均实现上涨，
姜文礴的总收益率从上一交易日的 12.45%
上升至14.59%，暂时位居总收益率排行榜第
二位。

华龙重庆金财汇的成绩亦实现了小幅上
升。由于看好地产板块及万科A自身的后市

走势，华龙重庆金财汇目前一直坚定地持有
万科A，昨日更是在万科大涨 6.15%的刺激
下，其总收益率较上一交易日上升2.74个百
分点至 5.71%，排名亦由此前的第四名小幅
升至第三名。

昨日房地产板块出现了大幅上攻的走势，
但创业板市场也出现了明显走高——传统的房
地产与新兴的创业板联袂上涨，历史上非常罕
见。那么，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记者对此采
访了证券人士进行分析把脉。

与基本面回升有关

记者：我们看到周二 A 股市场出现了代表
传统行业的房地产板块与代表新经济的创业板
联袂上涨的局面。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非常罕
见的。您认为这反映出了什么现实问题？

广发证券江北嘴营业部总助王立才：房地
产板块和创业板市场能够难得一见地持续走
强，都与基本面出现回升有关。近期一系列数
据都显示出宏观经济有一定的好转迹象，这也
就给了房地产与创业板同台表演的舞台。至于
这一现象能持续多久，我们认为暂不急于过早
下结论，应随时关注政策面的变化。

可能与降息预期有关

记者：与房地产相关的钢铁、建材等板块走

强，按理说会导致新经济行业的原材料成本增
加，利空创业板，可为什么创业板也强势收高
呢？

富鼎资管经济学家李维夏：房地产和创
业板一起涨，但银行股普跌，对此只有一种
解释那就是市场存在着降息的预期。这是
因为，降息利好几乎所有行业，但利空银行
自身。

延续时间或不能长久

记者：房地产与创业板携手领涨，自2009 年
以后这种现象一直是相当罕见的，那么这一次
房地产与创业板能否实现长时间的共荣格局
呢？

银河证券江南大道总经理唐贺文：其实如
果我们把房地产板块和创业板的指数打开看就
会发现，最近半年时间这两大板块一直是共同
走高的，只是具体到某一天同时上涨的可能性
很低罢了。就房地产板块来看，房地产指数刚
刚突破2015年 6月与 2018年 1月两个高点的
连线，但并未攻上过去 4年的套牢盘密集区。
就创业板的综合指数来看，与房地产板块差不
多，估计回补掉去年5月 30日的下跳缺口后，
反弹就会暂告段落。”

周二沪深股市，早盘震荡走高，午后变脸
跳水，尾市抢盘潮涌，让投资者又度过了忐忑
不安的一天。截至终盘：上证指数收报
3239.66点，微跌5.15点，跌幅0.16%；深证成
指 收 报 10436.62 点 ，小 涨 84.75 点 ，涨 幅
0.82%；中小板综微涨0.28%；创业板综小涨
0.64%。两市成交金额合计8401.98亿元，比
周一萎缩21%。

业内人士是如何看待当前大盘指数的？
重庆板块是否会迎来新的掘金机会？记者对
此采访了证券人士进行分析把脉。

上证指数 短期上升空间有限

记者：我们看到周二上证指数的走势是
上午先扬后抑，下午先抑后扬，成交数量和成
交金额比周一明显萎缩。您认为这反映出了
什么问题？

华龙证券新华路总经理邓丹：从上证指
数这两天的表现来看，从放量震荡变为缩量
震荡，但依然守住了5日均线，表明多头还是
掌控着大局的，只是相比2月份和3月底4月
初的猛烈攻势，明显有些力不从心。我们认
为尽管多头仍有发挥空间，然而发挥空间肯
定是越来越小的，市场积累的风险在不断加
剧。而就掘金方面，恐怕只有一些滞涨的蓝
筹股具备补涨的机会来带动指数了。

深证成指 很可能是深幅回调

记者：我们看到周二深证成指的涨幅位
居主要大盘指数之首，这种现象自 2015 年 6
月见顶以来可以说是难得一见。您认为深证
成指领涨主要大盘指数，能否形成新常态？

申万宏源首席投顾何武：周二深证成指
之所以领涨大市，是因为大市值或大杠杆比
例的格力电器、协鑫集成、爱康科技强势涨
停，房地产龙头股万科、白酒龙头五粮液、医
药龙头云南白药等多只股票也涨势不俗，从
而大幅推高了指数。但我们要提醒投资者的
是，深证成指此轮反弹临近了尾声，后市震荡
筑顶并在筑顶完成后深幅回调，是大概率方
向。

重庆板块 股民不宜盲目做多

记者：重庆板块在周二出现了一定幅度
的上扬，49 家重庆股“加权”平均涨幅 0.96%，

“算术”平均涨幅则有 1.79%。目前市场盛传
一些利好，您认为这些利好会否实现？重庆
板块后市还有多少空间？

中信证券分析师钱向劲：我们认为投资

者对于市场盛传的利好没有必要过于在意。
一方面，利好从传闻到实现需要一个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如果利好兑现前股
价暴涨，那么利好兑现后无论利好分量高低，
都会出现回落。另一方面，不要说利好没有
兑现，就算有实质性利好，其兑现的过程也绝
非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的事，那么对股价的影
响更多地体现为中长期而非短期。对于重庆
板块，最近半年涨幅已经有50%了，难以形成
系统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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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多一点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方朝春

近两个交易日，渝股走势强劲，梅安森、渝
开发等多股涨停，福安药业更是连续收出第7
个涨停板。渝股板块个股走强的背后，各路游
资纷纷现身。

券商擂台

房地产创业板为何齐涨？
板块表现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重庆板块迎来掘金机会？投顾：不宜盲目做多
大盘解读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梅安森梅安森
福安药业福安药业
渝开发渝开发
*ST*ST嘉陵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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