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块轮动加速 成长股机会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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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也 冯盛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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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公共区管理部遗失国境
口岸卫生许可证，编号：800320001000042声明作废
●重庆朝驰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枫丹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3191501声明作废
●张宗富，彭欣杰遗失荣华府公司开具的车位发票，
发票号 RHF2—1534；IID504，金额：95000，声明作废
●重庆义国测绘有限公司遗失一份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050001900105发票号码10346790金额 23954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技术有限公司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3500109010458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快松果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MAABQ3WL09）股东决定，本公
司拟减少注册资本490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
少到100万元。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3718962881.联系
人：朱蓝天.特此公告。重庆市万州区快松果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道歉信
各位市民：

你们好！对于这次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我深表歉意。由
于法律意识缺失，导致我误入歧途。我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
期间在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花园新村32栋1-2的门市内向社会公
众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危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给消费者的生
命健康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将深刻反省自己的违法行为，并积极消除此次
销售违法食品带来的后续危险，向已购买的消费者发出警示、对所含
有非法添加成分的保健食品采取召回措施。在此，我向社会公开道
歉，我已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请广大市
民原谅我犯罪违法的行为，我日后一定认真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钟德燕 2021 年 11 月 8 日
慈母山温泉城一期中标公告：一、项目名称：慈母山温泉
城一期。二、招标方式：公开招标。三、评审日期：2021
年11月24日。四、公告日期：2021年11月24日。五、
监督机构：重庆市南岸区住建委物业科。六、中标单位：
保利重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七、公告期限：2021年11
月25日至2021年11月27日。八、联系人：招标人：重
庆荣丰吉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理机构：重庆致雅
儒商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华新
村360号，联系人：程老师，联系电话：19115693530。
重庆荣丰吉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渝渡建筑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富曦清洁有限责任公司印章证明作废。

接房通知
尊敬的两江健康科技城业主：

两江健康科技城项目E6-1/01号宗
地1幢至5幢（重庆市北碚区悦康路8号1
幢至 5 幢）经竣工验收，已达到交房条
件。请以上物业满足接房条件的业主于
2021年 11月 26日到两江健康科技城企
业服务中心办理接房手续。接房时请按
《接房通知书》要求带齐全部资料。接房
电话：023-68230029 特此通知。

重庆金科科健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域名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于2021年12月3日上午10：00

时在中拍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
org.cn/）以网络竞价增价拍卖方式对“域名”一批
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环球雅思（包括：.tv、.name、.
biz、.pw、.tel。）；（2）富侨（包括：.tel、.tiz、. name、.
pw、.tv。）等域名（进入 https://paimai.caa123.
org.cn/，详见各标的物网络展示的具体介绍）。

二、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
结束前。

重庆博诚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凉风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2080
4087XE)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
1006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2006万元减少到
1000万元。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
权。联系人: 何泽福 电话: 13709434827
重庆市万州区凉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1年11月25日

广告

受工信部、央
行等多部门联手
纾困中小企业这
一重大利好刺激，
昨日沪深股市强
势整理，创业板注
册制为首的小市
值题材股加速狂
飙。在大金融板
块带动下，沪指午
后一度站上3600
点。食品饮料、纺
织服装、煤炭等行
业涨幅居前，电气
设备、农业、国防
军 工 等 板 块 走
弱。盘面上，稀土
永磁、元宇宙等题
材股活跃，总体上
板块轮动加速，热
点持续性较差。

截至终盘：上
证 指 数 收 报
3592.70 点，微涨
3.61 点 ，涨 幅
0.10%；深证成指
收 报 14887.59
点 ，微 跌 17.54
点，跌幅 0.12%；
中 小 综 指 微 跌
0.42%；创业板综
微跌 0.11%。两
市成交金额合计
12021.49 亿 元 ，
连续第24个交易
日突破万亿。北
向资金全天净买
入 23.7 亿元，为
连续4日净买入；
其中沪股通净买
入 5099 万元，深
股通净买入23.19
亿元。

尽管今年以来A股市场走出了题材
股主导的上涨行情，然而结构性风险依
然以猝不及防的方式让踩雷者痛苦不
堪。这不，周二才出现了 3笔大宗交易
的“国发股份”（600538），周三开盘仅仅
15 分钟就被大单压死在跌停板上无法
动弹了。

具体看，此前已经连收7根阴线的国
发股份，昨日微微高开0.01元，随即阴跌
5分钟后，跌势加速，很快将跌幅扩大到

1.39%。稍稍歇息不到2分钟，空方突然
倾巢出动，导致股价崩溃式跳水，仅6分
钟就被砸到了跌停价9.06元位置无法动
弹。至收盘时，该股仍有244749手封单
躺在跌停板上等着出货。这也是该股最
近16个月来首次“8连阴”。

当日龙虎榜数据出现了 2 家重庆
游资的身影：位居买入榜首的是九州
证券重庆分公司，买入额 379.34 万元；
东方证券重庆时代天街营业部买入
242.86 万元位居买入第二位。五大席
位合计买入金额是 1082.03 万元。而

卖出金额第一名的光大证券江门开平
光明路营业部就抛售了 1284.3 万元。
由此可见，主力资金恐慌性抛售的态
度异常坚决。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国发股份闪崩的
前一个交易日，该股出现了诡异的大宗
交易：第 1 笔成交价格为 9.15 元，成交
108.00万股，成交金额988.20万元，买方
营业部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长
乐中路证券营业部，卖方营业部为国元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寨路凯旋大厦
证券营业部；第2笔成交价格为9.15元，
成交100.00万股，成交金额915.00万元，
买方营业部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福
州置地广场证券营业部，卖方营业部为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寨路凯旋
大厦证券营业部；第3笔成交价格为9.15
元，成交100.00万股，成交金额915.00万
元，买方营业部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福州置地广场证券营业部，卖方营业
部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寨路
凯旋大厦证券营业部。三笔大宗交易成
交价都在9.15元，即周二收盘价下方9%
的位置。

那么，国发股份闪崩是否与这三笔
大宗交易有关？为什么该股会突然闪崩
了呢？申万宏源高级投顾何武指出：“很
明显这三笔大宗交易都是不计成本抛
售。为何要不计成本抛售呢？主要有三
个原因：一是从公司基本面来讲，徘徊于
盈亏边缘，不支持股价走牛。二是减持
压力大：两周前国发股份披露了减持计
划，即控股股东朱蓉娟计划自减持公告
披露之日起的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2021 年 12月 6日至 2022 年 3月 5日），
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1%(即不超过 524 万股)。
而此前1年时间朱蓉娟和一致行动人潘
利斌、姚芳媛就合计减持了 3750 万股，
减持比例为7.63%。减持表明公司基本
面不被自家人看好，属于典型的利空。
三是技术面有‘黑历史’：历史上国发股
份股价有过多次闪崩的‘前科’，基本上
都是慢涨快跌、慢涨途中有诡异长下影
的技术形态，带有明显的‘庄股’特征。
所以，这三大因素造成了该股的崩盘，也
提醒投资者一定要远离股价脱离基本面
炒作的牛股。”

15756户股东惊呆 国发股份闪崩跌停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创业板注册制群再爆天量

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工
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陆续
公布了一系列措施，多措并举帮中小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受这一重磅利好
刺激，代表创业板注册制新股的深注
册制指数小幅低开后便在接二连三的
买盘推动下，以逼空之势单边上行，
完全不给踏空者任何回补的机会。最
终，深注册制指数大涨 2.08%，为 10
月13日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同时，
该指数成交数量、成交金额分别是
1319.9万手、564.16亿元，不仅比周二
陡增了22.10%、32.09%，而且双双打
破了创业板注册制诞生15个月来的
最高纪录。

近端与超跌受到资金追捧

盘面看，237 家创业板注册制次
新股有179家收涨。其中，国安达、中

捷精工、安克创新、兰卫医学、川网传
媒、商络电子、康平科技、漱玉平民和
曼卡龙9只股票拉出20%涨停；华安
鑫创盘中 20%涨停；金三江、锋尚文
化、孩子王、本立科技涨幅大于10%，
另有22只股涨幅超过5%。上市新股

“N海力”凭借超低的市盈率，使得当
日涨幅高达175.3%，167元的股价杀
入了创业板注册制新股前10强。

9家创业板注册制次新股同日涨
停，这在注册制15个月来是非常罕见
的。那么，这些次新股有着怎样的特
点呢？细心的投资者发现，“超跌”或

“近端”是引发股价井喷的诱因。具
体点讲：中捷精工9月 29日上市，最
近 6个交易日已4次 20%涨停；兰卫
医学9月13日上市，次日短暂爆炒后
不到10天跌幅接近40%，直到 10月
29日才夯实底部；川网传媒上市2天
被爆炒后，不到半年跌幅超过 70%；
国安达上市首日见顶后周年之际跌幅
高达68%；连续2个 20%涨停的商络
电子上市半年跌幅53%；康平科技上
市11个月跌幅达到68%；漱玉平民则
是上市后不到2个月就被腰斩的次新
股，目前已悄然逼近历史新高；曼卡
龙则是上市5个月跌幅64%后震荡整
理3个月才向上突破。

由此可见，上市后严重超跌以及
上市3个月内的近端次新是资金追捧
的主力。

短期可能强力洗盘

“预计创业板注册制新股将以洗
盘的方式为踏空者提供吃‘后悔药’
的上车机会。”海通证券高级投顾张
亮指出，“为什么主力资金要选择创
业板超跌和近端次新股作为爆炒对
象呢？这是因为超跌次新股具有股
价相对低廉的优势，近端次新股则具
有股本较小的优势，两者结合起来可
以理解为‘不用花多少钱就能把股价
拉起来’，自然是乐意的事情。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深注册制指数此轮行
情还没走多久，就已经5次打破成交
数量和成交金额的最高纪录。对于
这一现象，投资者要注意辩证看待：
一方面，近端次新股不存在多少套牢
盘，故很容易吸引资金追涨；另一方
面，超跌次新股上方套牢盘较大，解
套盘与获利盘兑现，使得成交数量和
成交金额急剧放大。从这个角度讲，
分歧随时出现，并且会造成短期内剧
烈洗盘。但对还没上车的投资者而
言，面对深注册制指数此轮行情第21
个交易日时间窗口的来临，一旦洗盘
就要当机立断上车，否则连‘后悔药’
都没有抢到的机会。操作方面，重点
掘金符合当前发展主题的超跌次新
股，特别是上市以来跌幅百分之六七
十的次新股，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价值
投资的温床。”

华龙证券重庆新
华路营业部投顾王冬
炎表示，板块上看，昨
日市场结构跟前两天
刚好相反，我们之前反
复说过目前市场的的
主战场是在成长股上
面，成长股当中主要的
两个细分领域是科技
成长和新能源产业链，
次战场在消费和大金
融板块。而前期跌幅
较大的周期有色，是具
备超跌反弹预期的板
块。以茅台为代表的
白酒消费带领指数冲
击 3600 点 整 数 关 口 ，
但由于消费板块核心
逻辑已经发生变化，目
前的反弹很难形成一
致预期。因此短期只
能以超跌反弹看，预计
反弹空间有限。但周
期有色板块由于前期
跌幅比较大，目前相对
性价比较高，因此其反
弹 有 望 进 一 步 持 续 。
昨日的新能源和科技
成长属于连续上涨之
后的技术性休整，休整
之后依然是资金的主
要关注阵地，建议继续
重点关注。

展望后市，申万宏
远证券重庆小新街营
业部投顾杨加前指出，
从近几日的成交量看，
增量资金有限，主要还
是存量资金的运作，资
金在茅指数、宁指数和
低估值的券商银行，部
分超跌的周期股中各
自为战，没有持续的主
线热点。后市沪指大
概率还是维持区间震
荡的格局，由于市场近
段时间每天的上涨家
数都大于下跌家数，且
涨 停 个 股 都 有 近 90
家，个股机会较多。因
此投资者操作上重个
股，轻指数。注意轮动
的节奏，不追涨，调整
时再逢低关注。

后市

掘金成长股
两细分方向

个股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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