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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游资操盘新特征：单日完成“吸拉派落”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科创板和创业板（
以下简称“
两
板”）实施注册制 改 革 以 来 ， 正 成 为
各路资金“
淘金”的重要阵地 ， 不 少
短线资金“
阻击”二级市场的玩法悄
然生变。
证券时报记者从多路资方采访获
悉，部分短线游资操盘“
两板”个股的
模式与主板市场迥异， 甚至在创业板
和科创板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别。整体
来看，分散持股、快进快出成为不少短
线资金的重要特征， 部分个股在单日
内就实现了“
吸拉派落”。

游资快进快出
“
现在我们更愿意参与科创板和
创业板的股票交易，这是一个利润大、
阻力小的新方向。”华南地区某私募负
责人海建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从今
年 8 月开始， 海建所在私募机构在选
择标的股票时， 科创板和创业板活跃
股成为主要关注标的， 其中单月对部
分活跃的创业板个股进行了总计数千
万元的交易。
北京地区某投资机构负责人王可
也对记者表示，9 月以来自己操盘的
股票池首先集中在创业板上。“
我操盘
的资金数额在千万元级别， 每天都会
进行一定规模的 T+0 交易，由于创业
板股票具有高波动率， 在创业板里做
T成功率相对较高。 ”
海建和王可都表示，创业板中的
低价股，早已进入他们所相中的标的
池。 以保力新、华谊嘉信等为代表的
低价股，都曾在 8 月有过一波凌厉持
续拉升的行情。 在海建等操盘者看
来， 这或预示着创业板的牛市特征。
“
按照以往 A 股规律， 牛市大多会消
灭 10 元以下低价股； 熊市则往往消
灭不少百元以上的高价股。 ”他对记
者分析说。
这种预期吸引了不少资方尤其是
短线资金进入创业板。 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部分资方并没有连续捂股待涨，
而是通过快进快出降低成本， 提高效
率。一大表征是，不少资方更热衷于在
创业板市场中进行 T+0 操作。
倚天投资负责人林翔对证券时报
我们的资金从今年 8 月开
记者介绍，“
始， 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生态而做出改
变，现在我们采用的是分散持股、快进
快出的模式。 ”林翔举例说，自己操盘
的资金于 9 月初在台基股份股价跳空
高开时进行了快速建仓， 买入首日进
行了多笔 T+0， 次交易日公司股价涨
幅超过 10%时悉数获利了结。
这种操作模式也越来越多地体现
在部分个股的交易公开信息之中。 以
天迈科技为例， 自 2020 年 10 月底以
来，公司股票已经出现过 3 次 20%的
单日顶格涨停。在此期间，作为游资大
本营之一的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结路

第二营业部大概率开启了多轮 T+0
操作，其中在 11 月 9 日，该营业部买
入 591.35 万元，登榜买入金额前五名
营业部的第四位； 同时还进行了总计
517.69 万元的卖出操作， 登榜同日卖
出金额前五名营业部的第五位。此外，
在英可瑞等部分公司披露的龙虎榜单
中， 前五大营业部都出现了特定比例
的买入金额和卖出金额， 大概率也是
全部进行了当日做 T 的回转操作。

北上资金连续净买入
“
茅五洋” 再遭减持
证券时报记者 毛军
本周， 北上资金净买入 55.11 亿
元，连续第 3 周净买入。 但分市场看，
则出现了较大分歧， 沪股通全周每个
交易日都在净买入， 合计净买入 84.4
亿元；深股通仅周五小幅净买入，前 4
个交易日均连续净卖出， 全周合计净
卖出 29.29 亿元。

市场新特征
“
以前通常好几个月才完成的
吸、拉、派、落，现在我更愿意一天之
内就能够完成这个流程，这有利于资
金周转率保持高位运转。 ”王可对记
者介绍。
王可认为，部分资金乐于做 T，有
两大背景： 一方面， 多数股价表现活
跃， 创业板公司流通股本和流通市值
偏小，单日做 T 收益较高；另一方面，
则来自于市场的“
放量行情”，使资金
做 T 和出货相对容易。
今年下半年以来， 创业板成交额
呈现放量特征， 创业板日成交额曾超
过 4000 亿元，一度超过规模远远更大
的上证成交额。
林翔分析说，“
创业板和科创板在
成交量、涨跌幅限制等方面都有相对优
势，近期包括英可瑞、晨曦航空等部分
个股在内， 短期涨幅能很快达到 1 倍，
这在主板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 逐利属
性和追求效率的原则下，资金更乐意参
与其中，自己所操盘的资金，也在部分
个股中充当了‘
涨停敢死队’的角色。 ”
创业板波动率的加大， 以及这种
快进快出模式的采用， 也必然伴随着
较大风险。 不少资方也对此形成了自
己的应对之策。海建介绍，除了分散持
股、快进快出之外，还需要对业绩和解
禁等方面作出提前综合分析。 同时加
大对创业板公司的调研力度，“
只有在
调研确认基本面的基础上， 再参与此
类题材型创业板公司的短炒， 心里才
有底。 ”
这种短炒的“
不恋战”心态，与“
两
板”市场所呈现的不少新特征相吻合。
两板”个股虽然实
一方面，不少“
现了单日涨停，但是与此前通常会在
涨停次日继续冲高不同，不少个股却
在第二个交易日出现大幅低开、股价
表现萎靡的新特征。 以英搏尔为例，
11 月以来，公司已经分别在 10 日、13
日和 20 日出现 3 个单日 20%涨停，
不过从此前两次的后市特征来看，次
日均出现股价低开、杀跌、收阴。 这种
走势还体现在天迈科技等多只个股
身上。
另一方面，即便连续涨停的个股，
托市资金也实现了大换血。 以 ST 金刚
为例， 作为目前创业板市场中遭遇 ST
的 4 只个股之一， 公司 11 月 17 日和
18 日连续两日收出 20%涨停。 不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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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龙虎榜来看， 两个交易日中的
主力买方资金， 除了东财拉萨团结湖
第二营业部外，其他全部换了个遍。

差异化路径
王可承认， 自己没有长线资金有
耐性、有理性。 “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
地后，游资尤其是‘
打板客’，更倾向于
做创业板股票； 从我们接触到的部分
长期资金来看， 价值投资资金是不会
在创业板和科创板市场博弈短线的，
不会急于参与， 表现出一定的耐心和
定力。 ”
实际上， 即便是创业板和科创板
通常都具备流通市值偏小的特征，但
是这两个板块在股价表现和资金打法

上也存在差别。
以新股上市为例， 创业板康泰医
学上市首日波动幅度高达 30 倍，金龙
鱼、 中胤时尚等个股也都在上市首日
收出单针上穿的冲高回落走势。 而在
科创板方面，以福光股份为代表，在经
历了首日大涨、短期回调之后，很快再
度高举高打，沃尔德、交控科技等公司
也沿袭了这一套路。
海建认为，这与资金对于“
两板”
规则利用有关，两个板块对于 102%或
98%的价格笼子申报规则有所不同。
多数短线操盘方对于这种新模式
和新特征感到兴奋。 王可认为，“
创业板
改革激活了市场，未来肯定会造就更多
的私募高手、散户高手和民间高手。 ”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种“
投

机性”干扰了市场生态，扩大了投资风
险。 光大银行金融分析师赵华对记者
表示，“
从中长期来看， 股票走势强弱
主要还将由公司基本面所决定。 白马
股很少涨停，但股价却屡创历史新高，
反映出优质股必然受到资金偏爱的法
则。 对长期资金来说，其实更看重业绩
与投资回报的确定性， 而不是交易规
则的差异。 ”
赵华指出， 无论是科创板的推出
还是创业板改革，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
注册制改革棋至中局， 为了保证注册
制改革顺利推进， 监管层大概率会不
断优化制度， 以推动资本市场改革稳
步推进。
（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文中涉及
人物均为化名）

贵州茅台：四季度计划直销4160吨 将贡献收入115亿
证券时报记者 王基名
茅台放量了！ 这是最近市场对茅
台直销渠道的一致反映。 而到底放量
情况如何，11 月 20 日下午，贵州茅台
透露了具体情况， 四季度直销渠道计
划销售 4160 吨飞天茅台酒，该量也直
接占到了贵州茅台之前公布的 2020
年全年计划量的 12%，该量也可能直
接超过前三季度茅台直销总量。
直销是茅台近两年最受关注的动
作，并被认为是变相提价手段，对增厚
利润有明显作用。 直销占比的扩大也
是近段时间各大券商研报必提的贵州
茅台看点。 前三季度贵州茅台直销占
比已经明显提升， 贵州茅台第四季度
的计划直销量， 则将使得贵州茅台的
直销占比再次有较大提升。

直销量占比再提升
贵州茅台官方公众号 11 月 20 日
下午发布消息，近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直销渠道商座谈会， 再度释放茅台
酒集中放量的重磅信号。
贵州茅台表示， 截至 10 月底，茅
台已和 68 家直销渠道商合作，包括电
商、商超卖场、国资企业、烟草连锁等
领域的优质企业， 渠道扁平化建设取

得初步成效。 随着“
双 12”和元旦、春
节消费旺季的临近， 为满足真实消费
者的购酒需求， 茅台直销渠道将集中
投放茅台酒，平抑价格、稳定市场。
具体来讲， 贵州茅台称，2020 年
四季度直销渠道计划销售 4160 吨飞
天茅台酒。
4160 吨是个什么概念呢？ 以飞天
茅台每吨 2124 瓶计算， 对应数量为
883.58 万瓶；若以贵州茅台去年 12 月
公布的 2020 年茅台酒销售计划 3.45
万吨来衡量， 贵州茅台第四季度直销
量将为全年计划量的 12.06%，如果放
在单第四季度，则该比例则更大。
整体来看， 今年贵州茅台直销渠
道呈现整体放量特点。 根据三季报数
据，按销售渠道区分，前三季度贵州茅
台直销营收为 84.33 亿元，批发营收为
587.13 亿元。 分季度来看，三个季度的
直营收入分别为 19.38 亿元、32.15 亿
元、32.80 亿元。 其中，贵州茅台第三季
度直销金额同比增长 118.6%， 直销比
例（
茅台酒）达到 15.7%。
整体来看， 贵州茅台直销收入占
比在半年报中首次突破 10%， 达到
11.7%后， 前三季度贵州茅台直销营
收占营业收入比再次提高到 12.12%。
而前三季度， 贵州茅台整体营业
总收入达 695.74 亿元，其中茅台酒销

售额为 601.45 亿元。 年初时，贵州茅
台制定的全年营收增长 10%的目标
来计算， 贵州茅台今年营收总目标约
为 977 亿元 （
去年营业总收入 888.54
亿元）。
也就是说， 前三季度贵州茅台已
经完成全年销售目标的 71%。 而在这
种情况下， 贵州茅台给出的第四季度
直销渠道计划投放量就达到 4160 吨，
显然该数据将创出贵州茅台直销渠道
占比的新高。 若以单瓶直销出厂价
1299 元算，该量将直接贡献 114.83 亿
元收入， 远超贵州茅台前三个季度总
直销收入 84.33 亿元。

直销增厚利润受期待
目前已经进入 11 月下旬，第四季
度过半。茅台的直销放量，其实在双十
一时已经有明显体现。
随着直销渠道的增加，2019 年下
半年以来，“
撸茅台” 已经越来越深入
千家万户。 在贵州茅台公布的直销座
谈会内容，茅台目前有 68 家直销渠道
商，其中有 35 家区域性卖场，另外中
国铁路成都局集团还将在高铁站建立
“
茅台文化品鉴馆”等线下实体门店。
截至 10 月底， 茅台已和 68 家直
销渠道商合作，包括电商、商超卖场、

国资企业、 烟草连锁等领域的优质企
业，渠道扁平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刚刚过去的“
双十一”更是撸茅台
演变成近乎全民狂欢的行动。“
今天你
抢到茅台了吗？”成为爱酒人士近期相
互的问候语。 还有行业人士在近期茅
台放量的情况下，专门整理出 1499 元
抢购茅台的攻略。
根据相关行业人士透露： 双十一
期间，国内电商平台全部放量，天猫放
量 88888 瓶，苏宁易购放量 6 万瓶，网
易严选 1 万瓶，小米有品 30 吨，国美
在线 100 吨。而且，根据最近记者身边
的朋友反映，商超渠道也在放量，相对
之前也更容易抢到茅台。
众所周知，直销也被认为具有变
相提价的功效，对增厚茅台利润有着
明显作用。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跟
踪采访茅台， 从相关知情人士处获
悉，贵州茅台大部分直销渠道出厂价
格为 1299 元/瓶，而在今年年中时还
传出新增直销渠道出厂价格涨至
1399 元/瓶。 无论哪种价格，都明显高
于 茅 台 2018 年 初 提 价 后 的 出 厂 价
969 元/瓶。
贵州茅台的直销占比提高也被各
大券商分析机构所关注， 纷纷将直销
占比提升作为贵州茅台近期研报中的
重要看点。

直销渠道优化提升年
贵州茅台指出，2021 年是直销渠
道商优化提升年， 茅台直销将优化营
销布局、 加强渠道管理、 发力聚合营
销、推广“
文化茅台”、提升服务质量。
茅台明确表示， 各渠道商在重要节庆
要清零库存， 防止囤积茅台酒加价销
售，同时优化渠道商质量，大力支持讲
规矩、讲诚信、讲服务的优质渠道商，
将进一步优化调整与直销渠道发展不
相匹配的渠道商。 茅台将深耕市场，延
伸渠道的广度和深度， 提高直销渠道
市场覆盖面和渗透力。
对于接下来一段时间， 茅台要求
渠道商合理制定销售计划， 严格按照
方案开展茅台酒销售， 确保在元旦节
前将所有茅台酒投放至市场。
“
直销渠道商还存在售卖制度不
科学、监督管控不到位、应急预案不健
全、聚合效应展示不充分等情况，影响
了服务消费者的‘
最后一公里’和消费
者的购买体验。 ”茅台集团副总经理高
山还对茅台直销渠道存在的问题，要
求要结合不同渠道商的特点， 做到精
准投放，渠道商要做到精准销售，形成
联动效应， 真正让更多消费者有机会
买得到、喝得到茅台酒。

白酒股继上周被大幅净卖出后，
本周再度被净卖出合计约 24 亿元。但
板块内部也出现分化， 迎驾贡酒本周
股价大幅波动，一度跌逾 10%，但北
上资金趁机抄底， 斥资 8648 万元，增
持 272 万股， 持仓由上周末的 147 万
股增至 419 万股，增持幅度达 185%，
为本周增仓幅度最大的个股， 其中周
三股价几乎跌得最低的时候增持 264
万股。
伊力特是新疆白酒龙头企业，本
周在调整之际， 也获得北上资金增持
231 万股，持仓由上周末的 162 万股，
增仓至 393 万股，增仓幅度达 143%。
老白干酒更是获得超亿元的净买入，
增持 570 万股，持股由上周末的 1034
万 股 ， 增 仓 至 1604 万 股 ， 增 仓 逾
55%。 口子窖、 古井贡酒也分别获得
8075 万元和 6403 万元的净买入。
而一线白酒龙头贵州茅台、 五粮
液、 洋河股份本周继续遭到北上资金
的减持， 分别净卖出 10.39 亿元、6.99
亿元、5.55 亿元。 顺鑫农业、山西汾酒
也被净卖出超亿元，泸州老窖、酒鬼酒
也被净卖出超 5000 万元。
针对白酒股后市，方正证券表示，
三四线白酒个股近期呈现大涨大跌走
势，情绪波动大。今年以来板块持续大
涨、屡创新高，最近市场上也开始出现
部分质疑的声音， 但消费恢复叠加上
半年的低基数， 白酒业绩会有高弹性
增长， 环比改善有望持续到明年下半
年，整体估值可以通过业绩消化，此外
白酒较其他行业仍具备一定的性价
比。一二三线白酒轮涨，即使短期回调
也不足为虑，将使行情更加健康持续。

汽车板块现分歧
近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
院常务会议上表示要扩大内需促进消
费时，重点提到通过增加号牌指标、汽
车下乡和以旧换新三大举措来扩大汽
车消费。 其实，自 2 月以来，中央及各
地方政府已陆续出台多项汽车消费政
策， 本次国常会再次强调扩大汽车消
费， 预计还将带动更多汽车刺激政策
的出台。
在接连不断的政策利好刺激下，
经过近 2 个星期的调整之后， 汽车股
再度卷土重来， 周五板块指数大涨
3.61%，泉峰汽车、中通客车、金杯汽
车、广汽集团等逾 10 股涨停。 细分板
块新能源车、无人驾驶、燃料电池等涨
幅均超 3%，胎压监测、充电桩、锂电
池等涨幅也超过 2%。
但北上资金对汽车股的增减也出
现了较大的分歧。 上汽集团本周获得
北上资金 3.84 亿元的净买入，为本周
净买入最多的汽车股， 增持 1518 万
股，总持仓达 4.72 亿股，创历史新高，
持仓市值也历史首次超 120 亿元。 潍
柴动力、均胜电子、福耀玻璃本周也获
得北上资金超亿元净买入， 其中潍柴
动力持仓、持仓市值及股价（
复权）本
周均创历史新高。
广汽集团本周则被北上资金大
幅净卖出 2.36 亿元，持仓由上周末的
4840 万股降至 2979 万股，减持 1861
万股，减仓幅度逾 38%。 长安汽车、宇
通客车本周也被北上资金净卖出超
亿元。
兴业证券表示，长期来看，汽车行
业基本进入存量市场。 建议关注市场
中的结构性增长机会： 一、 政策背景
下，传统车企与新势力将于 2021 年~
2022 年集中投放多款新能源车型，新
能源车将在全球迎来向上周期；二、智
能网联化+轻量化+电动化推动产品
技术升级， 传统零部件单车价值量提
升， 增量零部件将为相关供应企业带
来巨大成长空间；三、消费升级+价格
下探，豪华车市场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代理豪华品牌的经销商仍然有望从中
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