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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炒作图谱：游资前仆后继 上演“最小阻力式”博弈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近来元宇宙概念炒作汹涌， 部分

上市公司加速贴靠， 交易所发出的关

注函越来越多。

拆解元宇宙持续炒作背后的资

金图谱，区别于竞逐其他概念的一些

新特征也在浮现。 一方面，不少重叠

席位在元宇宙概念公司之间轮番切

换， 成为本轮概念炒作潮的主力部

队；另一方面，“最小阻力式”博弈也

使二级资金的运作逻辑与产业逻辑

之间发生错位，让元宇宙概念的炒作

持续活跃。

重叠席位的集体狂欢

A

股本轮元宇宙概念炒作， 并非

单一路径资金在单一个股的独舞，而

是多股力量在多股之间轮番切换下的

合力而为。

以佳创视讯为例， 由于公开表示

“公司开展的

VR

业务即涉及元宇宙

概念的核心技术基础之一”，公司股价

11

月

3

到

5

日连续涨停。 游资大本营

财通证券杭州上塘路营业部、 华鑫证

券湖州劳动路浙北金融中心证券营业

部等携手充当做多主力， 并且机构专

用席位也多次上榜，机构与游资在“元

宇宙舞池”共舞。

对于机构与游资的结盟， 华南地

区私募人士王灿 （化名） 对记者分析

说，目前不好判断具体原因。 “或许双

方共同看好相关公司的元宇宙布局和

未来增长空间， 也不排除部分机构与

游资互通消息的可能。 ”

多路资金集体狂欢的同时， 也有

部分资金不停在概念股中转换。 这使

得几乎所有涉及元宇宙概念的个股，

都出现了相同席位的交叠。

如果说中青宝是

A

股元宇宙概

念的头号玩家， 那么财通证券杭州上

塘路营业部（简称“上塘路”）则可以视

为中青宝的“头号粉丝”。 不过除了在

中青宝龙虎榜中出现之外， 上塘路还

先后在盛天网络、视觉中国、汤姆猫等

个股中出现。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华鑫证券湖

州劳动路浙北金融中心营业部上。 作

为元宇宙概念炒作中最活跃的力量，

11

月以来这家营业部先后出现在佳

创视讯、中文在线、天下秀、恒新东方、

中青宝等一众元宇宙概念公司的龙虎

榜中，买入金额均在数千万元级别。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部分资

金出现提前埋伏的可能。 从运作迹象

来看， 上塘路作为超短手法的代表资

金， 在本轮元宇宙炒作中通常采用一

日游的模式。

今年

9

月

9

日， 上塘路抛售中青

宝，净卖出额高达

7114.51

万元，但另

一知名游资中信证券上海溧阳路营业

部却接过了筹码， 中青宝最终以红盘

报收。不过，复盘上塘路连续两天对中

青宝的操作，第一天买入

6258.3

万元

后并未卖出； 第二天， 又买入

475.43

万元，卖出

7589.93

万元，卖出总额大

于买入总额，透露出提前潜伏的特征。

只不过， 点燃中青宝炒作热情的脸书

更名事件事发突然， 这路资金提前埋

伏总额并不高。

少见的“一家独大”

多股力量交织博弈， 使多数元宇

宙概念个股的龙虎榜呈现买盘相对均

衡的特征。

以大富科技为例， 因为在与机构

交流中自称元宇宙完美缔造者， 公司

股价

11

月

16

日涨停。 国金证券上海

浦东新区梅花路营业部、 东莞证券四

川分公司等买入金额在

1100

万元到

3200

万元之间。

不过并非所有案例都是如此。 在

部分个股的炒作中，“一家独大” 现象

时有出现。

11

月

9

日，华鑫证券湖州

劳动路浙北金融中心营业部买入中青

宝金额高达

1.4

亿元。 由于当日中青

宝整体成交额为

36.3

亿元， 这意味

着， 单一营业部成交额占比已经达到

4%

。 此外，恒信东方等个股也都出现

类似特征。

王灿对记者介绍，二级市场对“一

家独大”的界定方式较为简单，就是榜

一买入量超过榜二到榜五买入量的总

和。 “这种情况有时候意味着 ‘藏獒’

（二级市场人士对散户集中营的代称）

的入场， 因此主力往往比较忌讳后期

再度拉升。 ”

按照逻辑，“一家独大” 的买入资

金意味着该席位掌握的筹码数量过

重，这往往会给其他资金带来压力。从

场内跟随资金来看， 由于担心榜一出

现类似囚徒困境似的出逃， 因此会加

重跟随恐慌；对于场外资金而言，不单

单会顾虑一家独大出货问题， 还要考

虑里面其他资金恐慌抢跑和跟风盘抛

压，因此也不愿接力。 基于此，从以往

规律来看，

A

股龙虎榜中一家独大的

情况并不多见。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对于热门

个股的炒作毕竟是一个资金合力市场，

你吃独食就没人愿意跟你玩， 到头来谁

一家独大，谁就容易吃亏。” 王灿对记者

说，“很多游资都是多账户、多席位，即使

想买入大量筹码， 也会分账户买入形成

席位联动， 让龙虎榜看起来买入量都很

均匀，减少一家独大情况造成的恐慌。而

且， 很多资金也会通过分账户联动的方

式，明确告诉其他玩家，自己没有一家独

大的意思，没有到人傻钱多的地步。 ”

为什么元宇宙概念股炒作中， 会经

常出现一家独大情况呢？

王灿认为， 这与资金对题材的吸引

力预期有关。“部分个股换手率已经超过

40%

，需要更大笔的资金才能拉动股价；

而其背后则反映出一家独大的资金方对

于跟盘的乐观判断， 认为市场对于元宇

宙的炒作还远没有到熄火的时候。 ”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

周茂华认为， 一家独大式资金的出现，

也折射出本轮元宇宙炒作中，具有概念

炒作特征。 支撑这一判断的原因之一，

在于二级资金的运作逻辑与产业逻辑

存在错位。

按照产业发展逻辑， 元宇宙作为

下一代互联网的终极形态， 会按照互

联网的产业发展逻辑进行演绎： 首先

是发展核心硬件与基础架构的设备公

司，其次是产生应用场景，最后才是软

件服务公司的爆发增长。 不过，从二级

市场炒作来看， 应用场景才是资金重

点围猎的对象。 无论中青宝还是天下

秀，即便果真触及元宇宙，也多属下游

应用范畴。

资金为何在下游应用中找寻炒作突

破口呢？ 周茂华认为与公司股本结构有

关，“无论是以北方华创、 歌尔股份为代

表的芯片类个股， 还是以闻泰科技为代

表的虚拟现实类个股， 流通股中都有基

金的抱团重仓， 这会加大抢筹资金的拉

升难度。 ”

以北方华创为例， 截至今年

11

月，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不仅包含了诺安成长

混合型、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还包括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和北上资金， 且后两者持股比例均

超过

5%

。 而在以中青宝等为代表的前

十大股东名单中， 几乎见不到主动型公

募基金的身影， 这无疑能够使炒作资金

摆脱给公募抬轿子的顾虑， 并减少在运

作过程中吸、拉、派、落的阻力。

由此来看， 近期元宇宙炒作资金是

按照“最小阻力路径”在二级市场中博弈

的，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元宇宙概

念炒作的持续活跃特征。

上市公司蹭热点悬案

元宇宙概念炒作汹涌， 不少公司也

加速了贴靠。 同时以交易所关注函为代

表的监管力度也越来越大。

根据记者初步统计，

11

月沪深交易

所对涉元宇宙概念公司已经发出超过

10

份监管决定或相关工作函，直指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与元宇宙的关系， 并要求

说明是否能形成稳定业务模式、 是否存

在“蹭热点”行为等。

从目前上市公司回复来看， 所有公

司都对是否借机炒作进行了否认。 不过

在王灿看来，对相关标的抽丝剥茧，不少

公司难言没有相关动机或者股价诉求。

一类公司此前就有蹭热点式运作迹

象，最为典型的是大富科技。由于近年来

先后涉足

VR

、 石墨烯、 高分子材料、

OLED

等市场热点概念。 因此，近期公司

宣称“元宇宙的完美缔造者”后，便受到

监管关注。

此外还有不少公司贴靠元宇宙概念

或存减持和高位变现的嫌疑。 天下秀限

售条件流通股中就有接近

6

亿股将于

12

月

31

日上市流通， 占到公司总股本

32.68%

。 而汤姆猫在互动易平台回应公

司在元宇宙、

VR

等领域业务布局时，正

值控股股东金科控股的减持周期内，因

此交易所曾专门发函， 要求公司说明是

否存在利用互动易回复蹭热点、炒概念，

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王灿分析，上市公司有无股价动机，

大股东股权质押的比例可以视为一个观

察点。包括大富科技等在内的个股，部分

重要股东股权质押比例都已经占到持股

的

100%

，因此，在主营业务难以提振的

情况下，要想实现二级市场的股价提振，

对概念的贴靠意愿往往会更强烈。

也有一些公司大股东的股权质押比

例并不高，而且减持当前，按照炒作资金

的拉抬逻辑，通常不愿意担当无名英雄，

给大股东减持“抬轿子”。 那么为什么资

金敢于减持悬顶之际拉升股价呢？

周茂华认为， 有些在公司有话语权

的重要股东能够借助股价化解质押风险

自然很好，如果现金流充裕，趁着沾边元

宇宙就能大涨， 通过代持或者马甲方式

赚一把快钱也同样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

这种模式下， 即便重要股东本人账户没

有减持，关联账户或者隐秘账户变现了，

也能快速获益。

王灿说，数年前，监管方曾将大棒挥

向一种操纵市场行为，其特征是：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管人员

等利益关联方操纵信息披露内容和节

奏，与市场机构内外结合、明暗结合、虚

实结合、真假结合，联手操纵公司股价，

意图通过高位套现进行非法牟利。 “虽然

当时针对的是次新股炒作等， 但不能说

这种现象目前已经完全没有， 当部分热

衷资本运作的上市公司与市场热钱结

合，便很容易出现类似的操纵行为。 ”

周茂华指出， 在科技圈以及资本市

场， 每隔一段周期就会出现一些新概

念。

2018

年，区块链成为了绝对的热门

话题，火爆程度直追人工智能。 但如今

回溯来看，部分公司出现了爆雷，部分

公司的区块链布局和概念炒作最终也

是一地鸡毛。

近期，王灿由于工作原因接触了不

少上市公司。 他对记者介绍，有一家公

司的实控人早就在

VR

领域布局了多

年，一直想把相关业务注入到上市公司

体内，但是因为

VR

火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年一直躲在角落吃灰，因为不受资

本待见而没有成行； 还有一家上市公

司，其参股公司也与不少元宇宙相关服

务商共建生态协同，但是这家公司却并

不表态， 在投资者的不停追问之下，公

司最终在互动平台的回应也只是“上市

公司主体本身没有元宇宙相关业务”。

“对比来看， 我们更愿意跟踪和投资那

些即便站在风口也无视风口，而是选择

理性务实，沿着此前既定战略低头前行

的标的。 ”

从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 经过估值

的连续拉升之后， 投资人对于元宇宙的

态度正在由此前的热情亢奋趋于分化。

部分投资者依然认为元宇宙只是个开

始，未来想象空间无限；也有部分投资人

认为一旦此前低位个股借助元宇宙概念

大涨， 不排除新老元宇宙个股迎来集体

“毕业照”。

管理规模超亿元的某基金负责人许

琼娜在其短视频账号中明确指出， 随着

技术的进步， 元宇宙已经有了实现的可

能，这是资金炒作的基础。 但是从

VR

、

AR

渗透率来看，距离真正看到成果还有

很长时间。 “元宇宙是未来比较确定的产

业， 但是大部分科技巨头都处于摸索过

程中， 或者只是布局了一级市场相关公

司。 二级市场所谓的元宇宙企业，还没有

哪家是靠元宇宙吃饭的。 ”

晶澳科技百亿市值解禁首日跌1%

多家新能源公司将迎大比例解禁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今年以来股价表现强势的晶澳科

技

(002459)

于

11

月

29

日迎来解禁，

过去几个交易日， 公司股价再度突破

百元大关， 公司本次解禁规模超过百

亿元。本次解禁首日，晶澳科技股价低

开，收盘跌幅收窄至

1.06%

，成交量也

没有产生较大波动。

除晶澳科技以外，未来半年内，多

家电力新能源行业的明星公司也将迎

来解禁，包括福莱特、上机数控、锦浪

科技等。

公告显示，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为公司

2019

年重大资产重组向宁晋

县其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博源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的限售

股份。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21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7%

。

按

11

月

26

日

87.37

元

/

股的收

盘价计算， 晶澳科技本次解禁规模达

105.7

亿元。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

流通日为

11

月

29

日，

29

日早盘，晶

澳科技低开

2.71%

， 盘中最大跌幅为

2.84%

，不过，公司股价一度飘红，收

盘跌幅为

1.06%

， 当日成交量也没有

明显放大。

一年后，晶澳科技还将有

8.32

亿

股限售股上市流通， 这部分股份约占

晶澳科技现有总股本的

52%

。 对于公

司股东而言， 重组以来盈利颇丰，以

2020

年至今的数据来看，晶澳科技涨

幅累计达

687.25%

。

未来半年， 多家电力新能源行业

上市公司面临解禁。 亚玛顿和上机数

控都将于

12

月底面临解禁。 其中，亚

玛顿将解禁

3906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

的比例为

19.62%

，解禁类型为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份。 上机数控解禁数量

超过

1.7

亿股， 占总股本比例为

62.17%

，解禁类型为首发原始股东限

售股份。

上机数控由光伏设备制造业务

向硅片制造业务拓展以来， 公司业

绩、股价双双增长。 以

2020

年至今的

数据为例， 上机数控累计涨幅达

1082.2%

。上机数控最新总市值为

604

亿元，而在近期股价回调前，其最高

价一度达到

358.12

元

/

股。

明年一季度也是电力新能源公司解

禁的高峰期。 其中，金辰股份明年

1

月将

面临

1022

万股股份解禁，占比

8.81%

，为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明阳智能也将于

明年

1

月面临

4.55

亿股股份解禁， 占比

23.26%

，为首发原始股东限售股份。

此外， 新强联将于明年

2

月迎来

1375

万股股份解禁， 占总股本比例为

7.09%

，股份类型为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

份；明年

3

月，锦浪科技也将迎来解禁高

峰，届时，将有超过

1.37

亿股的首发原

股东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占总股本的比

例超过

55%

。

明年解禁市值最高的是福莱特，公

司主营业务为光伏玻璃，解禁高峰将于明

年

2

月来临。 届时，公司解禁数量将达到

11.59

亿股，均为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占

比

53.99%

。福莱特最新市值为

984

亿元，

而此前一度超过

1000

亿元。

运达股份将于明年

4

月迎来

1.35

亿股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解禁，占比

39.82%

。中

环股份也将于明年

5

月迎来近

2

亿股股份

解禁，占总股本比例为

6.15%

。

时报财经图库/供图 官兵/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