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块扫描

端午节后第一个交易日，沪深股指小幅回调。受银行将获券商牌照消息影响，券商板块跌幅居前。当日，上证综指以2973.07点
低开，全天低位震荡盘整，最终收报2961.52点，较前一交易日跌18.03点，跌幅为0.61%。深证成指收盘报11752.36点，跌61.17
点，跌幅为0.52%。创业板指数跌0.42%，收盘报2372.54点。中小板指数跌0.64%至7814.55点。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上涨品种约1200只。不计算ST个股，两市约50只个股涨停。科创板方面，硕世生物涨幅最大，上涨
12.34%；中微公司跌幅最大，下跌5.82%。重庆国元证券投顾团队分析师分析认为，短期震荡蓄势或将是主基调，大金融的稳定与否
将决定着震荡周期的长短。

沪深股指小幅回调 业绩预增个股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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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减资公告：重庆峰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1MA60K215XT经股东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0万元减至
5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6月30日
声明：遗失大陆云盾电子认证服务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8MA5YQ7P665）开给安徽省公路桥梁工
程有限公司（税号91340000148941069W）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9
2160票号00520515金额800元，特此声明。

●重庆意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余茜遗失水利安全生产证
书C证，证号：水渝建安C（2019）0000025，声明作废●重庆意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翁远俊遗失水利安全生产
证书A证，证号：水渝建安A（2019）0000069，声明作废●重庆意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王凤侨遗失水利安全生产
证书B证，证号：水渝建安B（2018）000010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豪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樊华荣二级建造师注
册印章（印章编号：渝219131441237（04））。声明作废

催收公告
重庆凯康燃料有限公司：

截止2020年6月29日，贵司尚
欠我厂燃料货款共计151955.73元，
请见报之日起30日内向我厂支付。

特此公告！
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处置厂
2020年6月30日

催款通知书
致：重庆晋愉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柯敬
陶、余胜：2014年4月23日，重庆晋愉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市九龙坡区泽通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签订了编号为
泽通贷字（2014）第35号的《借款合同》，柯敬陶
与我司签订了编号为泽通贷字（2014）第35号
保1号的《保证担保合同》，余胜与我司签订了编
号为泽通贷字（2014）第35号保2号《保证担保
合同》。截止本通知书发出之日，借款合同约定
的借款期限已届满，重庆晋愉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尚欠我司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相应利
息。现我司正式敦请重庆晋愉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柯敬陶、余胜立即筹措资金归还借款
本金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如自本通知书发出之
日起10日内仍未归还，我司将采取一切合法手
段主张上述权利，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
由重庆晋愉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柯敬陶、余
胜自行承担。鉴于此，我司特郑重通知重庆晋愉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柯敬陶、余胜，请其务必
在接此通知后按要求将借款本息支付到我司指
定的如下账户：户名：重庆市九龙坡区泽通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重庆高新南方花园
支行；账号：31080401040012869。特此通知。
通知人：重庆市九龙坡区泽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任建洪遗失重庆渝都酒店有限责任公
司开具的押金收据两张，收据编号：
9028848，金额：2964元；收据编号：
1202420，金额：156元。声明作废
遗失报废注销：重庆欣润奇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F0212车营
运证，证号：500115061571，声明遗失
作废注销，特此证明，声明作废注销

注销公告：经重庆亮精精照明器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QJBD38）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4月20日

商户张琦峰（商户号：48101）遗失重庆居
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一张合
同保证金收据蓝联，缴费单号为：94631
（单据金额：80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一零三五传媒有限公司执照正
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公章，工
商注册号：500903000010092 税
号：50090568149050X，公章编号：
5001001003863，遗失声明作废。

催款通知
王强（公民身份证号：51022119720109****）：

关于你向本人王小冰（公民身份
证号：510213195112250545）借款100
万元（即2012年5月15日王强和本人
签订的《借款合同》所涉款项）事宜，本
人多次向你催讨未果，现因你无法联
系，故登报通知你，请于登报后7日内
偿还本人借款100万本息，否则本人将
依法要求你和担保人承担相关偿还本
息、违约、担保等全部法律责任。

通知人：王小冰
时 间：2020年6月30日

债权转让通知
李志盛:

本人王遂(身份证号:5102111979
05170314) 于2020年6月20日将对贵
方所享有的债权人民币100万元本息
及对贵方名下重庆集丰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25%股权的质押权的债权(包括但
不限于质押权等相关从权利)均转让给
了王小冰(身份证号:51021319511225
0545)，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特向
贵方作出书面通知。

通知人:王遂
2020年6月20日

通告：由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承建的长
寿区大坪滑坡治理工程，于2014年3月10日
开工，2018年12月28日竣工验收。凡涉及本
项目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的个人和单位，于即日
起15日内到我司账务部门办理结算登记手续，
逾期恕不办理，视为已结清所有工程款。联系
人：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工程部但老师；
联系电话：023-86063967；公司地址：重庆市
渝北区雪松路7号东原黄山大道东8幢19楼。
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 2020年6月29日

注销公告：重庆翔洋网络信息技术服务中心【微
型企业】(注册号：500107200015814)经股东会决
定拟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来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6月3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烟海厨林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73L46J）股东
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6月30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黔江区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5U54L3XD）经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6月30日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
中心支公司遗失保险代理人：
洪洁执业证编号00009350010100002019000302
何淼执业证编号01001350010180020180500031
罗琼执业证编号00009350000000002020001053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丽吉麦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609FLNX2）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
到5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6月3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一行白路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12008195602）股东决定，拟
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6月30日

●遗失巴南区吴老幺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JY25001130030080，声明作废
●遗失巴南区任由搬家服务部的中国银行巴南支
行鱼洞分理处开户许可证：J6530032517701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刘牧源淡水养殖场的重庆南川石银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支行开户许可证：J6693001299801作废
●遗失李永金残疾证51022219431116371044作废
●重庆吉利优行科技有限公司车辆渝AD19552车道路运
输证号:渝交运管渝字500103040633号遗失，声明作废。
●（父亲：陈昌文，母亲：李黎）陈雅萱遗失医学
出生证明，证件编号：O500141560，现声明作废
●詹婕遗失重庆大学学生证号20160204324作废
●重庆市万州区贝尔幼儿园遗失学前教育机构办
学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渝（万）幼120249，作废
●遗失康喻个体出租汽车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副本，证号为：5001030312声明作废。
●重庆微远易视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和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305122703G，声明作废。
●重庆中行道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号码5001068216680声明作废
●遗失张宁怡西南交通大学三方协议编号2019106132023291作废
●遗失富力城A区11栋604装修押金收据:单号0070950作废

●重庆市章河建材销售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编号：5002391045116），声明作废●全宏大药房万州区惠凯药店遗失药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证号:渝CB0010703，声明作废。●声明：重庆随浪物流有限公司渝AH0636
遗失营运证，证号500227015908，声明作废

催款通知书
致：张其飞、张安娜、重庆渝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璧山区峰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10
月22日，张其飞与重庆市九龙坡区泽通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签订了编号为泽通贷
字（2014）第90号的《借款合同》，重庆渝西园林集
团有限公司与我司签订了编号为泽通贷字（2014）
第90号保1号的《保证担保合同》，张安娜与我司
签订了编号为泽通贷字（2014）第90号保2号《保
证担保合同》，重庆市璧山区峰屹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与我司签订了编号为泽通贷字（2014）第90号
保3号《保证担保合同》。截止本通知书发出之
日，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已届满，张其飞尚欠
我司借款本金1010万元及相应利息。现我司正
式敦请张其飞、张安娜、重庆渝西园林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市璧山区峰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立即筹
措资金归还借款本金1010万元及相应利息，如自
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0日内仍未归还，我司将采
取一切合法手段主张上述权利，由此产生的一
切法律责任均由张其飞、张安娜、重庆渝西园林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璧山区峰屹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自行承担。鉴于此，我司特郑重通知张
其飞、张安娜、重庆渝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市璧山区峰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请其务必
在接此通知后按要求将借款本息支付到我司指
定的如下账户：户名：重庆市九龙坡区泽通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重庆高新南方花园
支行；账号：31080401040012869。特此通知。
通知人：重庆市九龙坡区泽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大地保险大足支公司拟与重庆快
键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合
同编号为渝-2019-48-A的机动
车保险协议遗失，特此声明。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雅霆套装门
厂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00107MA5XUPTU8Q，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现遗失户主：苟巾瑛，房产证重庆市巴南
区云创路226号14幢2单元7-2一起
的读书指标证书。用于重庆市巴南区新
鸥鹏教育城开发商补办。特此声明

●王忠兴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印章及注册证书，注册印章编号为
渝205060912452（05），注册证书编号为02036621，声明作废。●熊青松遗失重庆市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
证（章），原证书号：50130121518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九燕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09MA5U9WQR6J）
经成员大会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注销。请各债
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 特此公告 2020年6月3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驾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000MA6098Q394）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3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6月30日
遗失重庆帝畴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57082505）、财务专用章壹
枚(编号5001057082506)、发票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1057090880)、法人戴晓阳私章壹
枚，声明作废（2020年6月24日遗失）

减资公告：经重庆五月花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MA60TKT56M）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120万元减少到12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6月30日

遗失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2019年7月4
日核发的重庆两江新区四维教育培训学校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500191MJP588945J，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红人馆珠宝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MA5UJHAR82）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注销，按《公司法》规定，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之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重庆市红人馆珠宝有限公司

遗失潘发容保险执业证02004250000080020181002138作废
遗失徐小群保险执业证02004250000080020160503600作废
遗失丁雪梅保险执业证00013850010000002019000790作废

●刘中平遗失重庆恒大香山华府16幢112商铺收
据2份，收据编号xsn0242264, 金额365666元，收
据编号xsn0242265,金额11776.61元，声明作废。●胡云珍遗失重庆恒大香山华府-二期-8号楼-1506购房收据
一份,收据编号:xsn0126224，契税金额:26211.84元，声明作废。●何奉庭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117MA5UJHGH4J，声明作废。

●遗失余凯私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遗失姜芸谦《出生医学证明》，
出生证编号：L500117966，现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观音禅寺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3847027540.声明作废
●遗失渝北区三信小吃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25001120245704声明作废
●重庆京庸机械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白市驿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63809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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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人保财险一营，交强险保险标志单证号AM
DZAE0019ZA0，流水号50002000098868声明作废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秦绍举遗失
执业证，执业证号：201711242036665885，声明作废。

●渝中区囧二丫食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30008742，声明作废

●杨毓兰（510221197211120649）遗失会计中级
证书，证书管理号：0633330900215，声明作废

重庆新可力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哈尔滨银行渝北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1272512166596085核准号J6530042332101声明作废

证券与保险跌幅居前

盘面上看，证券与保险跌幅居
前，其中证券板块下跌近3%；煤炭、
钢铁、建材、房地产等也全线飘绿；
大科技板块纷纷下挫，IT设备跌超
3%，半导体、元器件、通信设备等也
下跌在 1%上下；医疗板块逆市走
强，上涨2.36%，陶瓷玻璃、农药兽药
小幅收涨。主题方面，新冠肺炎检
测、生物疫苗等抗疫概念受外围疫
情持续发酵影响，延续了近期强势。

关注业绩预增个股

展望后市，申万宏源证券重庆
小新街营业部投顾杨加前表示，除
了延续前期的新基建+科技白马的
主线配置外，建议投资者可重点关
注中报预告期享受高确定性溢价的
消费和医药龙头。

华龙证券重庆新华路营业部投
顾团队则表示，整体而言，沪指仍运
行在上升通道中轨附近。昨日整理
运行未出现量增行为，属于正常修正
走势，分时级别局部双头形态中颈线
位置需求抵抗行为明显，而且回测量
缩十字星说明供应并未跟随。所以，
后市仍存在继续上探的机会。题材
板块方面，关注业绩预增个股的表现
机会，同时食品饮料、医药、酿酒、家
具以及科技股仍值得关注。

市场短期波动为何加大？

受端午节前后外围市场调整的
影响，市场短期波动有所加大，那么
具体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呢？重庆国
元证券投顾团队认为，节后市场作
多情绪不振，主要有三大因
素所致：其一，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再次大幅下调了全球经
济预期——萎缩4.9%，美计划
对价值31亿美元的欧洲商品
征收新关税，再叠加疫情、经济
恢复不确定，欧美股市在端午
节期间普遍下跌；其二，银行可
能拿券商牌照，与本周A股市
场和新三板精选层合计将有
15只新股申购共振，提高直接
融资是大势所趋，扩容提速是
必须面对的现实；其三，由于大
金融、房地产等蓝筹品种表现
乏力，使得沪指缺乏有效突破
3000点整数关的力量，而中小
创先后年内新高之后，技术上
也面临修整的要求。

昨日，沪深三大指数小幅低开后震
荡下行。截至收盘，北上资金净流出
14.47 亿元。药明康德被净卖出 4.96 亿
元，贵州茅台被净卖出4.93亿元，万科A
被净卖出4.84亿元。

同花顺数据显示，6月29日，药明康
德小幅低开，13时 56分，药明康德开始
出现异动，附加大幅拉升0.68%，14时30
分左右，涨幅达1.5%，股价上探至97.46
元/股，创历史新高（前复权价格）。截至
收盘，药明康德收报 96.97 元/股，涨
1.14%，总市值2241.54亿元。盘后数据
显示，药明康德位居沪股通港资成交额
第6位，港资总计成交7.58亿元。其中，
净卖出4.96亿元，净卖出额占该股当日
总成交量的28.81%。

据了解，药明康德今年以来已经上
涨 47.91%，年内外资累计净买入 40.33
亿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药明康德
营业收入31.875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0304亿元，较去年同比减
少21.5891%，基本每股收益0.19元。

6月 29日，两市股指小幅低开，盘中在券商、
保险等板块的拖累下维持弱势下行态势。盘面上
看，医疗保健板块走势活跃，食品饮料、农业、免税
概念等均走强，具体来看：

医疗保健 多只个股涨幅逾9%

医疗保健板块昨日盘中走势活跃，截至收盘，
硕世生物大涨逾12%，戴维医疗、楚天科技、南卫
股份、振德医疗、宝莱特、仙乐健康、山东药玻、正
川股份、青海春天等涨停，佰仁医疗涨逾9%。

上周，国内首个新型冠状病毒mRNA候选疫苗
进入临床，全球首个新冠灭活疫苗国际临床试验（Ⅲ
期）正式启动，新冠病毒疫苗研发频添进展。光大证
券指出，综合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疾病大流行期间
居民接种疫苗意愿通常会迅速提升并随着疫情发生
发展有所变化。新冠疫情爆发后，居民对疫苗关注度
较往常显著上升。中长期来看，新冠疫情将社会对疫
苗研发和疫苗产业的重视，推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未来可能出台如疫苗储备制度、疫苗技术升级及
鼓励疫苗接种扶持政策等利好疫苗产业的制度。

该机构认为，后疫情时代，医药中的多个子行业
有望借此实现快速普及、升级，建议关注CXO、疫
苗、血制品、互联网医疗、医疗防护、医疗硬件等长受
益方向，推荐药明康德、药石科技、凯莱英、智飞生物、
双林生物、大参林、平安好医生（H）、英科医疗、安图
生物、迈瑞医疗、润达医疗。另外，因为疫情被暂时延
后的需求可能在后疫情时代快速复苏，建议关注医疗
服务和耗材、生长激素等快复苏方向，推荐欧普康
视、康德莱、威高股份（H）、长春高新。

农业板块 种业股表现活跃

农业板块 29日盘中震荡上扬，种业股
表现活跃，截至收盘，北大荒涨近9%，苏垦
农发涨近7%，登海种业涨近4%。

消息面上，6月 23日，农业农村部将拟
批准颁发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71个植物

品种目录予以公示，其中包括大北农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的DBN9858玉米品种，该品种主要作为前期
获批玉米性状产品DBN9936及后续升级产品的配
套庇护所。天风证券指出，庇护所品种作为转基因
种子商业化的配套，此次年中公示清单标志着转基
因玉米种子商业化的加速推进，预计转基因玉米种
子商业化有望在2021年落地。根据测算，未来转
基因种子市场规模有望超600亿。

该机构认为若转基因种子政策落地，一方面将

大大提升种子价值；另一方面提升行业壁垒，行业
集中度加速提升。重点推荐行业龙头隆平高科（种
业综合实力领先，持有杭州瑞丰约25%股权）和大
北农（转基因研发实力业内领先）。此外，猪肉概念
亦走强，天邦股份、华统股份涨约7%，双汇发展、新
五丰涨约5%，牧原股份涨近4%。

对于该板块，方正证券指出，本轮周期的核心
逻辑在于非洲猪瘟带来的产业格局重塑。在非瘟
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猪价有望持续保持较高的水
平。防疫体系完善、成本管控能力强的公司将持续
享受高盈利期并实现快速扩张。从二季度开始，头
部企业已经开始逐步放量，进入三季度，出栏量的
增速将会更加明显。重点推荐牧原股份、新希望，
推荐温氏股份，正邦科技、天康生物等。

食品饮料 盘中发力走高

食品饮料板块29日盘中发力走高，截至收盘，
安记食品涨停，千禾味业、西麦食品涨幅超8%，华
统股份涨近7%，海欣食品、双汇发展、有友食品等
涨幅超5%。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对消费需求的负面影
响应是逐渐递减。从基本面来看，多数子行业处于
复苏改善过程。业内人士建议选取2020年下半年
食品饮料交易策略两条主线：一是选择高成长性或
业绩确定性强的公司；二是寻找低估值股票，基本
面可能出现边际改善的公司。综合分析产业变化
趋势及投资主线，首推白酒中的贵州茅台、五粮液、
山西汾酒；大众品中伊利股份、海天味业、中炬高
新、涪陵榨菜等，建议关注洋河股份深度调整后的
基本面改善机会。

免税概念 重庆百货涨逾7%

免税概念29日盘中再度走强，截至收盘，跨境
通、星微精密、天泽信息、华图山鼎、中国中免、华
凯创意等涨停，重庆百货涨逾7%。

近期，免税行业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中国国旅公
告，将于6月29日更名为“中国中免”。新时代证券指
出，近年来，在国家积极引导和促进海外消费回流的
政策背景下，中国中免通过并购、投标等方式积极拓
展境内外大型免税渠道，大力推进资源的重组整合，
着力提升免税业务核心能力。此外，众信旅游、凯撒
旅游等出境游公司都在大力发展和涉足免税业务，
珠海免税借壳格力地产，免税板块在政策红利和免
税消费回流趋势下有望继续发展壮大。

据证券时报网

医疗保健大幅走高 免税概念再活跃

个股点击

受近60亿元减持利空打压，6月 29
日早盘，科技第一高价股卓胜微盘中一
度重挫逼近“跌停”。截至发稿，卓胜微
重挫逾7%，报658.21元。

端午节前 A 股最后一个交易日盘
后，卓胜微发布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股5%以上
股东IPV CAPITAL、天津浔渡、宁波联
利发来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拟减
持本公司股份。根据减持计划，IPV计
划减持不超过(含)600万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6%；天津浔渡计划减持不超
过(含)10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宁波联利计划减持不超过(含)100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
区间为 6个月内，三家采取的减持方式
有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三
家合计减持股份占比不超过 800万股，
拟减持股份占总股本的 8%。按照 6月
24日盘后股价计算，减持金额不超过57
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拟减持的 3
名股东所持股份刚刚获得解禁。

数据显示，卓胜微自6月18日解禁
后,股价一路上涨，于上周三再创出历史新
高718.40元，收盘为712.85元，为A股中
仅次于贵州茅台的第二高价股。目前，卓
胜微是深市第一高价股，也是目前A股第
一高价的科技股。这一年内，公司股价上
涨约16倍，相比发行价更是暴涨19倍。

科技股王遭利空突袭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盛波

资金流向

药明康德被净卖出4.96亿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冯盛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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