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商擂台周报

上周净流出8.2亿元，净买入12只个股

五粮液遭疯狂抛售
哪类股成北上资金最爱？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方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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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承佳周收益5.25%排第一

从周收益来看，国泰君安谭承佳以5.25%
的周收益，首次夺得擂台赛周冠军。面对自己
获得周冠军，谭承佳感到很惊讶，“现在手上拿
着的票，都是一个月之前买入的了，当时主要
是因为比较看好这两家公司，不过其实它们走
得并不算太好。”谭承佳告诉记者。

实际上，从3月份开始，谭承佳就对海信证
券进行波段操作。3月 7日，谭承佳首次买入

海信电器，成本价为11.51元/股，买入数量为
1.86万股。而在3月15日，趁海信电器股价震
荡之际，谭承佳再次以 10.74 元/股价格买入
1.2万股该股；随后，在海信电器股价快速拉升
至盘中高点之时，他以10.91元/股的价格将此
前持有的1.86万股全部卖出。

“买入海信电器，当时主要是考虑最近政
策对高清视频的支持，加上公司本身标的还可
以。”谭承佳说道。

经过波段操作，截至目前，谭承佳持有的
海信电器成本为11.14元/股，持有数量为5.02
万股。

而阿石创，则是谭承佳在 3 月 20 日买入
的，买入成本约为 30.02 元/股，持股数量为
1.51万股。买入之后，谭承佳并未进行操作。

从同花顺数据来看，上周，海信电器和阿
石创分别上涨4.15%和 6.71%，这也使得谭承
佳的周收益率能达到5.25%。

“我暂时没有换仓的考虑，因为对这两
只股票还是比较看好，最近市场总体处于盘
整，但我对大盘后期还比较有信心，而且也
比较看好芯片和高清视频这两个板块。”谭
承佳表示。

欧阳玮“押错宝”操作趋向谨慎

而上上周的周冠军欧阳玮，上周由于“押
错宝”，使得周收益率出现大幅下降，亏损
5.35%。

“这周的操作不太好，我自己也在反思。
这周最大的失误，就是在诚志股份这只股票

上。”欧阳玮表示。据了解，上周一（4 月 15
日），欧阳玮买入诚志股份4.35万股，成本价为
29.56元/股。在持有3天的时间，同为大麻概
念的顺灏股份涨幅高达17.69%，而诚志股份涨
幅仅为2.02%，也是因为这样，4月18日，欧阳
玮选择清仓。

“这只股票我买了好几天，属于大麻概念，
本来是打算提前潜伏的，结果这只股的表现弱
于整个板块，股性不行，所以我直接清仓了。”
欧阳玮表示。

在清仓诚志股份后，4月 18日，欧阳玮以
10.47 元/股的价格买入中通客车，买入 11.94
万股，成交金额约为125.01万元。

“这只股属于新能源汽车概念，短期有
政策支持，加上股性还不错，之前有两个涨
停。”欧阳玮表示，不过买入当天，中通客车
有拉高出货的现象，上周五股价有所上涨，
但表现一般。

开源证券欧阳玮痛失周冠军 国泰君安谭承佳“躺赢”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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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多一点

为方便网友们第一时间围观战斗实况，追踪
参赛选手们的最新操作轨迹，与高手切磋股艺，上
游新闻 APP 证券频道将全程播报比赛实况，只要
下载上游新闻 APP、进入“证券频道”，你便可随时
随地获取你想要的资讯。

操作提示：1）下载安装：扫描上游新闻APP下载安装；
（2）观看赛事：进入 APP 后，点击主页面上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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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4月15日-4月21日），A股围绕3200点附
近持续震荡，最终沪指、深证成指周涨幅均超过2.5%，
市场情绪逐步回暖，盘面上氢能源、5G、石墨烯等题材
股表现活跃。那么，在前一周创下年内最高净卖出后，
北上资金上周动向如何呢？

继4月8日大盘站上3288.45点之
后，接下来的半个月，大盘开始出现阶
段性调整。相比上上周微跌1.78%，上
周上证指数经历了两阴三阳，累计涨幅
为2.58%。从盘面来看，上周热点轮番
炒作，但相关个股已经出现明显分化，
比如大火的氢能源板块，上周大涨
13.29%，红阳能源、力帆股份等个股五
连板，上周累计涨幅超过60%，而美锦
能源、凯龙股份等前期大热的股票，上
周涨幅明显收缩，分别为 33.78%、
46.85%。

那么，在上周，“上游新闻·券商擂台”
炒股大赛上，各位选手的“战绩”如何？

北上资金偏爱白马金融股

从上周成交活跃股来看，北上资金
仍维持着偏爱白马龙头股的稳健风格，
尤其是对金融股“偏爱有加”。上周净
买入的 12 只个股中，兴业银行、平安银
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均
属于金融龙头股，累计净买入总额为
9.17 亿元。

对于市场热点，北上资金也积极介
入。比如因猪肉价格上涨，A 股市场的
猪肉股上周受到资金追捧，在此之际，
北上资金也纷纷介入猪肉热点股，分别
净买入温氏股份、牧原股份 1.4 亿元和
0.19 亿元。

而从业绩来看，上述获北上资金净买
入的12只个股去年业绩整体表现较为亮
眼。12只个股中去年全部实现盈利，占比
100%；从净增长来看，有 9只去年净利润
同比实现增长，占比75%。

其中，净利润增幅最大的是爱尔眼
科。据业绩快报显示，公司2018年实现营
收80.15亿元，同比增长34.42%；实现净利
润 10.09 亿元，同比增长 35.82%。经营业
绩同比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品牌影响
力持续增强，龙头优势项目进一步巩固，市
场占有率稳步提升、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以
及运营效率持续提升。此外，爱尔眼科预
计2019年一季度净利润2.86亿元-3.08亿
元，同比增长32%-42%。

贵州茅台、中国建筑净利润增幅也较
为靠前，分别为30.00%、16.09%。此外，平
安银行、兴业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
个股去年均实现盈利且净利润增幅均在
5%以上。

上周净买入12只个股

不过，在持续净流出的状态下，北向资金
上周也趁股指震荡之际积极加仓。

上述反复出现在沪深股通每日前十大
活跃个股名单的 30 只个股中，兴业银行、
温氏股份、上汽集团、平安银行、农业银行、
牧原股份、建设银行等 12 只个股获得了北
上资金不同程度的净买入，累计净买入总
额为19.69 亿元。

在资金流入金额方面，兴业银行是获
北上资金净买入金额最高的个股，合计净
买入额为 5.08 亿元。上周，在银行股整体
表现活跃的刺激下，兴业银行股价在 4 月
16 日止跌反弹，并于 4 月 17 日创下 20.66
元/股的阶段新高点。而盘后数据显示，一
向嗅觉敏锐的北上资金早已提前开始布
局，分别在 4月 15日-4月 17日净买入 2.47
亿元、3.54 亿元和 2.85 亿元。而在北上资
金持续净买入之后，兴业银行股价持续走
高，截至4月 19日收盘报 20.30 元/股，上周
累计上涨6.95%。

中国建筑居第二位，上周获北上资金
累计净买入 3.73 亿元；贵州茅台则排名第
三，上周获北上资金累计净买入 3.18 亿
元。此外，平安银行、温氏股份、爱尔眼科、
分众传媒、工商银行等个股亦受到了北上
资金的“青睐”，在上周获北上资金净买入
额均超过0.6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复活节，北上资金
的代表席位沪股通、深股通均处于“休息”状
态，但是沪深股通专用席位在上周后两个交
易日依旧较为活跃。比如沪股通专用席位，
4 月 18 日，该席位积极介入热门股工业富
联，净买入约3亿元；随后4月19日，该席位
又参与了热门股美锦能源，净买入近 2000
万元。

上周持续净流出8.2亿元

Wind统计数据显示，因为复活节的原
因，北上资金上周仅交易3个交易日，其中
4月15日净流出22.74元、4月16日净买入
34.32亿元、4月17日净流出18.78亿元，整
体累计净流出8.2亿元。

相 较 上 一 周 124.99 亿 元 的 净 流 出
新高来说，北上资金上周 8.2 亿元净流
出规模环比呈大幅缩减态势，降幅达
93.44%。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时间拉长来看的
话，北上资金年内依旧呈跑步入场的态势，
截至4月19日收盘，已累计净流入1162.25
亿元。

抛售五粮液超13亿元

那么，北向资金上周净卖出了哪些个股
呢？

据沪深股通每日前十大活跃个股名单显
示，4月 15日-4月 17日，贵州茅台、中国平
安、兴业银行、上汽集团、工商银行等28只个
股受到了北上资金“关照”，反复出现在沪深
股通每日前十大活跃个股榜中。

具体到个股，海康威视、中兴通讯、中信
证券、比亚迪、招商银行、中国太保等16只个
股上周均被北上资金抛售，合计净卖出额为
40.92亿元。

五粮液上周获北上资金净卖出金额最
高，达13.87亿元。具体来看，4月15日-4月
17日，五粮液均出现在沪深股通前十大活跃
个股中，累计被北上资金买卖总额为48.99亿
元，其中累计净买入额为17.56亿元、净卖出
额为31.43亿元，最终累计净流出13.87亿元。

格力电器、美的集团、万科 A、潍柴动
力、中国平安、海螺水泥等个股上周也均
被北上资金所抛售，累计净卖出额均在 2
亿元以上。

此外，伊利股份、恒瑞医药、中国国
旅、中国太保、招商银行等个股上周也被
北上资金净卖出，合计净卖出额均超过
0.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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