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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余额节后增130.7亿 主攻医药生物科技板块
证券时报记者 陈静

金溢科技涨逾3倍
深圳营业部抱团炒作

节后市场迎来一波强势反弹， 沪指
连升 5 日重回 3000 点，之后连续 4 个交
易日回调，市场延续结构性行情。作为市
场主要资金代表， 两融余额节后不断回
升，10 月以来两融余额新增 158.1 亿元，
其中融资余额增加 130.7 亿元， 杠杆资
金入场意愿明显。
医药生物、电子、计 算 机 、 电 气 设
备、食品饮料、金融六大行业获杠杆资
金加仓金额居前。 业绩预喜股尤其受到
杠杆资金青睐，六成加仓个股前三季业
绩预喜，其中迈瑞医疗、越秀金控、汉缆
股份、浙江永强、美吉姆与创维数字等
10 股加仓幅度翻倍。 减仓方面，ST 金贵
与 ST 华鼎两只近期带帽股遭融资客清
仓退出。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丽湘
受益 ETC 政策而业绩大
超预期的金溢科技（
002869），
在 13 日晚间发布三季报预告
后周一开盘即一字涨停，本周
累计涨约 8.5%， 周二盘中创
下历史最高价 74.81 元/股。 而
在此之前金溢科技已表现不
俗， 今年以来累计涨幅为
335.17%， 年内至今已收获 15
个涨停板。
股价屡创新高的背后，是
资金的轮番炒作， 游资频繁买
卖，机构则“
一日游”痕迹明显。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 多个深圳
券商营业部出现在金溢科技的
龙虎榜上， 而深圳正是金溢科
技公司总部所在地。

青睐医药与科技板块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统计显示， 截至
10 月 17 日， 沪深两市两融余额达到
9647.24 亿元， 其中融资余额为 9503.5 亿
元，融券余额为 143.74 亿元。 10 月份以来，
两融余额重拾上升态势， 较 9 月底增加
158.1 亿元，其中融资余额增加 130.7 亿元，
与节前相比两融余额出现明显反弹。
杠杆资金对哪些板块更青睐呢？ 与
9 月底相比， 大部分行业板块融资余额
呈现净买入，医药生物、电子、计算机、电
气设备、食品饮料、金融业六大行业融资
余额净买入超 10 亿元。
9 月份，4+7 扩面招标及拟中标结果
出炉，对不少医药股形成了冲击，医药股
整体承压， 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整月微跌
0.13%。 进入 10 月份以来，医药股有回暖
趋势， 本月至今申万医药生物指数上涨
4.8%，位于行业涨幅第三名，远远跑赢大
盘。 与此同时，医药生物行业也获得资金
青睐，融资客大幅加仓医药股，医药生物
行业获期间融资客加仓金额最多。
除医药生物外， 近期科技股也重获
融资客青睐。 市场表现来看，9 月科技股
表现抢眼，电子、计算机、通信三大指数
涨幅居前前三名。近日科技股有所回调，
以 10 月 15 日沪指调整来看，电子、计算
机、 通信三大热门行业指数均呈下跌走
势，与 9 月份形成鲜明反差。板块整体下
跌背景下，融资客大幅仍大幅加仓电子、
计算机行业。
天风证券认为， 近期科技股整体调
整，业绩不及预期或是主因，但在 5G 建
设、 科技创新和国产替代等叠加因素的
驱动下，科技股的投资机会远未结束。
融资余额净流出的有采掘、 休闲服
务、汽车、房地产、钢铁、国防军工、家用
电器与有色金属八大行业， 不难看出大
多数均为传统周期性行业。

加仓业绩预喜股
个股来看， 融资余额出现增长的标
的 股 有 886 只 ， 占 两 融 标 的 比 重 为
55%，正值三季报披露季，三季报业绩成
为影响市场的重要因素， 二级市场上业
绩预减股与预增股股价冰火两重天，业
绩预喜股获杠杆资金青睐。
据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统计，杠杆
资金加仓标的中，截至 18 日收盘已有超
过 500 家公司发布三季报业绩， 其中超
300 家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喜， 占比达
60%。 杠杆资金加仓业绩预喜股中，10
股融资余额增幅较 9 月底已翻倍。
医药股迈瑞医疗期间融资余额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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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最大，该股最新融资余额 9.17 亿元，
较 9 月底增幅达 437.21%。 迈瑞医疗
主要从事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 公司
主要产品涉及生命信息与支持、 体外
诊断以及医学影像三大领域。 10 月 13
日晚，公司发布前三季业绩预告，预计
前三季度净利润与营收均保持同比高
增长态势。
此外， 三季报预告中公司也公布了
2019 年全年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 2019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58 亿元至 172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5%至 25%；预
计实现净利润为 45 亿元至 48 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20%至 30%。
除迈瑞医药外， 还有两只业绩预喜
医药股期间融资余额增幅翻倍， 分别为
我武生物与健帆生物。
此外， 融资余额增幅居前的业绩预
喜股还有越秀金控、 汉缆股份与浙江永
强，期间融资余额增幅超 2 倍，预告前三
季净利润同比增幅下限翻倍。
市场表现来看， 融资余额增幅前 20
只个股中，10 月份以来平均涨幅达 7%，仅
4 只股票下跌，分别为健帆生物、璞泰来、
浙江永强与迈瑞医疗。 涨幅居前的有科达
股份与创维数字，期间涨幅均超 25%。
科达股份近期因数字货币概念接连

大涨，公司发布风险提示公告表示，公司
相关投资与经营行为是公司在区块链领
域的探索与尝试，但研究与探索尚处于前
期阶段，且截至目前未有盈利，并预计短
期内不会实现盈利，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产
生重大影响。

清仓两只带帽股
与杠杆资金大幅加仓股相比， 超过
700 股融资余额较 9 月底出现下降，ST 金
贵与 ST 华鼎遭融资客清仓退出， 而这两
只股票均为近期带帽股。
此前简称为金贵银业）主要
ST 金贵（
生产白银、 电铅、 黄金及其他综合回收产
品，属于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公司自去年开
始，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均出现下滑，今年上
半年营收与净利润仍呈下滑态势， 公司预
计前三季净利润亏损 4197 万元至 1.47 亿
元。对于业绩大幅下降的原因，公司在公告
中表示，主要因有色金属铅、铜、锑、铋等市
场价依旧处于低位， 公司电铅及综合回收
产品毛利率下降；此外，公司资金流动性紧
张，融资成本有所上升。
10 月 7 日晚间，ST 金贵公告表示，公
司因存在被控股股东曹永贵非经营性占用
资金，且约定时间无法偿还所占用资金，公

司股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另一只股票 ST 华鼎（
此前简称为华
鼎股份） 主要从事民用锦纶长丝和跨境
电商两大业务板块， 公司上半年营收同
比增长 48.63%，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略有
下滑。
10 月 8 日晚间，ST 华鼎公告表示，因公
司控股股东通过供应商及在建工程项目等占
用公司资金且未在承诺期限解决资金占用问
题，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对公司股票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
两股带帽之后均出现连续下跌， 期间
跌幅均超 20%，其中 ST 金贵已连续 8 个跌
停。 资金方面，融资客均在 10 月 8 日以后
对两只股票进行了清仓操作，清仓前 ST 金
贵与 ST 华鼎融资余额分别为 1.06 亿元与
0.45 亿元。
此外， 融资余额较 9 月底降幅较大的
还有首钢股份、顺丰控股、首旅酒店、新华
联与东方通等，降幅均超 20%。

北上资金抄底科技股 多只白马股持股创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毛军
本周，A 股市场连续 4 个交易日调
整， 但北上资金依然净买入逾 96 亿元，
大幅高于上周 34 亿元的净买入额，显示
北上资金对 A 股后市仍持乐观，逢低抄
底态度坚决。 其中沪股通净买入 26.3 亿
元，深股通净买入 69.73 亿元，北上资金
更加青睐深市成长股。

抄底科技股
本周二， 因为是深主板和创业板三
季报预告的截止日， 业绩预降预亏股出
现， 导致以成长性著称的科技股大面积
回调，但北上资金趁机择优抄底科技股。
本周北上资金增持幅度最高的前五大个
股中有 3 只是计算机行业的科技公司。
达华智能本周发布三季度业绩上修

公告，由前期预测三季度盈利 0 元~1000
万元，大幅调高至预计盈利 2.8 亿元-3.2
亿元。 北上资金持有达华智能股份由上
周末 169 万股，增持至 612 万股，增持幅
度逾 3 倍， 其中周四达华智能股价下跌
6.51%，北上资金当日买入逾 458 万股。
易华录因数据湖项目快速落地并完
成实施建设， 使得该板块在公司总体业
绩的占比继续提升， 对公司经营发展起
到了核心支撑作用， 推动公司业绩稳步
增长。 预计 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1.99 亿元~2.1 亿元，同比增长 80%~90%，
其 中 三 季 度 单 季 同 比 增 长 904.05% ~
1490.75%，业绩加速增长趋势明显。
北上资金持有易华录由上周末 192
万股，增持至 405 万股，增持逾 1 倍，持
股量创历史新高。 国际医学、新北洋、东
方铁塔 3 股本周也被北上资金增仓超 1
倍以上。

华培动力前期连续涨停拉升， 后又连
续 3 个跌停板下跌， 北上资金上周意图抄
底抢反弹， 持股由节前 3.46 万股增持至
19.49 万股，无奈华培动力大势已去，本周
股价继续调整，北上资金急速卖出止损，持
股降至 3.2 万股，减持 84%的仓位，为本周
减仓幅度最大的个股。 鼎信通讯、 宏川智
慧、顾家家居、西藏天路等 13 股本周也被
北上资金减仓超 50%以上。

中国平安持股创新高
MSCI 将于 11 月再次提高 A 股的纳
入比例，本周北上资金大举增持白马股，多
只个股持股数或持股市值创历史新高。
北上资金本周斥资 18.8 亿元增持中国
平安， 为本周北上资金净买入额最大的个
股，持仓市值达到 721 亿元的历史最高点。
美的集团国庆后被北上资金连续增

持， 无一交易日净卖出。 上周净买入 8.08
亿元后，本周再次净买入 11.38 亿元，为本
周北上资金净买入额第二大的个股， 持股
市值也刷新了历史纪录。
9 月前三十大房企合计销售 48464 亿
元，同比增长 2.11%，增幅扩大 1.29 个百分
点。 本周北上资金 7.92 亿元增持房地产龙
头万科 A 逾 2907 万股，持股数与持股市值
双双创历史新高。 分众传媒、云南白药、立
讯精密、兴业银行等 40 股本周也被北上资
金净买入超亿元。
在本周北上资金大买的白马股名单
中，却不包括贵州茅台。 本周二晚间贵州茅
台公布三季报，增长不及市场预期，北上资
金大幅净卖出 8.96 亿元，为本周北上资金
净卖出最多的个股， 持股数降至 1 亿股的
年内最低点。 隆基股份、上海机场、信维通
信、长江电力等 21 股本周也被北上资金净
卖出超亿元。

“
小而美”的公司股票最容
易被游资盯上。 金溢科技是中
小板股票， 总股本为 1.21 亿
股，总市值为 82.92 亿元，而这
其中大部分为限售股， 实际上
流通股本仅为 4500 万股、流通
市值为 31.2 亿元。 股价大幅跑
赢市场的背后， 是资金的频繁
换手和游资的阶段性炒作。
本周 5 个交易日中， 金溢
科技除周一一字涨停、 成交量
较低外， 其余 4 个交易日的换
手率均超过 10%。 其中，周二
高开创历史新高而后低走，当
天换手率达 28.83%。 事实上，
金溢科技今年以来交易持续活
跃，日均成交量超过 480 万股，
日均换手率逾 10%。 因单日换
手率超过 20%而上榜龙虎榜
的次数达 4 次。
交易活跃的背后， 伴随着
高振幅。 金溢科技今年以来股
价经常上蹿下跳， 尤其在 4 月
初连续 3 个涨停板之后， 日均
振幅达 6.19%， 在近千只中小
板股票中排名第十一。 如果以
日均振幅作为股价活跃度评价
标准的话， 金溢科技的股性接
近“
养猪牛股”正邦科技、“
大麻
先锋”顺灏股份等热门概念股。

深圳营业部
“组团” 炒作
而这背后， 少不了游资阶
段性炒作的贡献。今年以来，金
溢科技上榜龙虎榜 11 次，涉及
64 家营业部。
统计龙虎榜数据发现，来
自金溢科技 “
大本营”——
—深圳
的游资买卖最为频繁。中泰证券
深圳分公司、 中信证券深圳总
部、中国中投证券深圳爱国路营
业部、华泰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营
业部、国信证券深圳泰然九路营
业部、国信证券深圳红岭中路营
业部、招商证券深圳前海路营业
部今年均曾出现在金溢科技的
龙虎榜中。 其中，中泰证券深圳
分公司、中信证券深圳总部是金
溢科技龙虎榜的常客，今年以来
分别上榜 6 次、4 次。
从买卖方向来看， 这些深
圳营业部总体上买卖均衡，中
泰证券深圳分公司在龙虎榜中
累计买入 3548 万元、累计卖出
3193 万元， 净买入 355 万元；
中信证券深圳总部则累计买入
1980.5 万元、累计卖出 2851 万
元，净卖出 871 万元。
最追捧金溢科技的是中国
银河证券西安和平路营业部。
其在金溢科技 4 月初连续 3 个
涨停板后开板的 4 月 4 日买入
2344.5 万元之后， 再未现身龙
虎榜。如果按当时收盘价 28.68
元/股算，这部分股份如果至今
尚未卖出，将浮盈接近 140%。
而最常登陆金溢科技龙虎
榜的营业部除中泰证券深圳分
公司外， 还有西藏东方财富证
券拉萨东环路第二营业部，共
上榜 6 次， 其中 3 次出现在买
方、3 次出现在卖方， 累计买入

2191 万元、 累计卖出 2205 万
元，净卖出 13.8 万元。 从时间点
来看， 该营业部在 8 月份之前
主要为卖出股票，9 月份以来则
以买入为主。 10 月 15 日，该营
业部净买入金溢科技 1831.92
万元，占当天成交额的 1%。

机构“一日游”
半年报数据显示， 截至 6
月底， 机构投资者合计持有金
溢科技 717.91 万股， 占比为
15.83%。 分析龙虎榜数据亦可
发现，机构频繁买卖金溢科技。
今年以来机构专用席位共
5 次现身金溢科技的龙虎榜，
其中 3 次为净买入、2 次为净
卖出， 累计买入 2610 万元、累
计 卖 出 1523 万 元 ， 净 买 入
1087.55 万元。
研究其上榜买卖方向及金
额不难看出， 机构在操作金溢
科技时采用“
一日游”策略。4 月
1 日至 3 日，金溢科技连续 3 天
涨停，机构席位抢筹 818 万元；
4 月 4 日，金溢科技开板，机构
席位卖出 848.2 万元。 7 月 8
日，金溢科技日换手率达 20%，
机构席位买入 999 万元； 第二
天金溢科技日振幅达 15%，机
构席位趁机卖出 674.7 万元。
机构席位最后一次现身为
9 月 25 日金溢科技大跌之时，
买入 793.45 万元。 不过，9 月
26 日金溢科技并未上榜龙虎
榜， 因此机构席位是否在第二
天卖出亦无从得知。 10 月 15
日， 金溢科技再次因日换手率
达 20%而登上龙虎榜，但未出
现机构的身影。

重要股东边涨边卖
随着金溢科技一路上涨，
重要股东则一路减持。
今年上半年， 金溢科技前
十大流通股东中， 半席减持过
金溢科技股票。其中，前四大流
通股东均有减持， 第一大流通
有限
股东深圳至为投资企业 （
合伙）卖出 48.11 万股，第二大
流通股东深圳致璞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卖出 8 万股。
金溢科技第三、 第四大流
通股东均为自然人， 分别卖出
57.48 万股、19.84 万股。 另外，
还有第九大流通股东珠海佳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半年亦
卖出 45.49 万股。
上述股东减持的这部分股
份显然已错过金溢科技的下半
年行情。 7 月 1 日以来，金溢科
技依然震荡上行， 截至 10 月
18 日，累计涨幅逾 77%。
另外， 深圳致璞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至为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下半年继续减持金
溢科技股份。 据 Wind 统计，深
圳致璞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在
7 月份合计减持 7.34 万股，交
易均价在 43 元到 51 元之间，
减持部分参考市值约为 340 万
元。深圳至为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亦在 7 月份进行减持，合计
减持 12.37 万股， 参考市值约
为 608 万元。
目前 深 圳 致 璞 投 资 企 业
(有限合伙)、深圳至为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仍分别持有金溢科
技 120 万股、400.5 万股。 10 月
9 日，深圳致璞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继续发布减持金溢科技
的公告， 计划在 10 月 14 日至
12 月 20 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 6.67 万股，减持原因为
部分合伙人资金需求。
天眼查资料显示， 深圳致
璞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至
为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的股东
均为自然人， 成立日期均为
2014 年，对外投资的企业均只
有金溢科技一家。 金溢科技公
告则显示， 这两家企业均在金
溢科技上市前入股， 今年频繁
减持的股份为刚解禁的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