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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观察

[相关新闻]

■B02
白酒行业复苏迹象并不明显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本月沪深两市解禁
规模将成为全年最低的月份，据
西南证券分析师张刚统计，11
月份合计限售股解禁市值为
1300 亿元左右，比 10 月份的
1830.74亿元，减少幅度为29%。

从个股来看，解禁市值居
前的是金安国纪、上海建工、浙
江世宝，而解禁股数占已流通A
股比例最高的是浙江世宝、浙
江美大、金安国纪，比例分别为
1172.96%、270%、193.46%。

西南证券分析师张刚统计，
11月份交易日为20个，比10月
份的17个多3个，11月份限售
股解禁的上市公司有107家，比
10月份的72家增加35家，增加
幅度为48.61%。11月份日均限
售股解禁市值为64.75亿元，比
10 月 份 的 107.69 亿 元 减 少
42.94亿元，减少幅度为39.88%。

11月份有19家创业板公

司的限售股解禁，合计解禁市
值为38.36亿元，占当月解禁市
值的2.96%，为2013年年初以来
的最低。解禁股数占解禁前流
通A股比例最高的前三家公司分
别为长荣股份、华录百纳、开能环
保，比例分别为33.23%、11.65%、
8.46%，解禁市值最高前三家公司
分别为华录百纳、长荣股份、开能
环保，市值分别为14.01亿元、
9.89亿元、3.60亿元。

11月份有45家中小板公
司的限售股解禁，合计解禁市
值为519.36 亿元，占当月解禁
市值的40.11%，为2015年年内
适中水平。解禁股数占解禁前
流通A股比例最高的前三家公
司为浙江世宝、浙江美大、金安
国纪，比例分别为 1172.96%、
270.00%、193.46%，解禁市值最
高前三家公司分别为金安国
纪、浙江世宝、浙江美大，市值
分别为 105.34 亿元、78.79 亿
元、55.30亿元。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沪指昨天窄幅震
荡，盘中两度考验3300点整数
关口，收盘微跌报3316点，成交
连续缩量。

板块方面，券商股多股上
涨，国投安信尾盘拉升涨5.58%，
西部证券涨4.38%，东北证券、太
平洋、方正证券涨幅超过2%，上
海国资改革股拉升，张江高科一
度涨停，收涨8.14%，浦东金桥、
浦东建设、外高桥上涨。次新股
再现涨停潮，曲美家居、拓普集
团、音飞储存等多股涨停，受到
徐翔被抓影响继续，泽熙投资重
仓股华丽家族、康强电子、大恒
科技再度跌停，妖股特力A前天
一字跌停后，昨天大幅低开后迅
速拉升，全天振幅高达17%，收
盘翻红涨3.97%。

收盘沪指跌0.25%，跌8.39
点 ，报 3316.70 点，深成指跌
0.15%，跌16.74点，报11288.14
点，创业板跌0.11%，跌2.77点，

报2429.27点。两市共49股涨
停，11股跌停。成交量方面，
沪市成交2443.61亿元，深市成
交 3816.08 亿元，两市共成交
6259亿元，较前日缩量1200亿
元，创了10月21日两市放量以
来的一个新的地量水平。

沪股通资金也出现连续净
流出，昨天沪股通净卖出金额
8.51 亿 元 ，当 日 额 度 剩 余
138.51亿元，余额占额度比为
106%，港股通净买入1.06亿元，
额度剩余103.94亿元，余额占
额度比为99%。据统计，从10月
16日起至昨日，连续11个沪股
通交易日，资金都呈现从A股净
流出态势。

市场人士称，昨天市场承接
缩量调整走势，盘面49股涨停
板较之前降低，市场的观望气氛
明显，而次新股走强非常明显，
对于热点来说，次新股作为一个
另类的非行业板块，历史上最容
易逆势突围，且有高送转题材，
投资者不妨加以关注。

大盘缩量微跌 失守20日线

近日，泽熙投资掌门人徐翔

引发资本市场“地震”，其投资的

众多A股上市公司纷纷遭遇“黑

天鹅”，今年6月，徐翔、史玉柱等

拟入股七星控股，于是黑天鹅事

件波及到了港股，周二中国七星

控股复牌大跌。与此同时，史玉

柱也通过微博与徐翔划清界限，

称两人相交不深。

周一停牌的H股中国七星

控股，昨日复牌即暴跌，盘中跌

幅一度多达44%，创逾两个月最

大跌幅，股价跌至近两个月低

位 ，截 至 收 盘 跌 幅 收 窄 至

28.68%，报0.92港元/股。

今年年中，中国七星控股

公告增资扩股 263.16 亿股，此

次认购方亦来头都不小，史玉

柱、徐翔均现身参与增资股东

名单。中民投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CMI），是当时入主中国七

星最大的金主，持有股数占中

国七星扩大股本后的 71.07%。

徐翔除了以自然人方式认购

3.48%外，还通过有限合伙公司

WIC LP 认购了 6.22%的股份，

换句话说，徐翔通过直接和间

接方式，共计持有中国七星扩

大股本后 9.7%的股份，仅次于

CMI。史玉柱则通过全资持有

的 Union Sky 参与中国七星的

增资。

昨日早晨，史玉柱在微博转

发一篇名为《即将血崩？徐翔的

“好朋友”史玉柱牵扯其中》的文

章，称“以前我没听说过徐翔。

两三个月前中民投投资香港七

星，徐是跟投者。我也被邀请

跟投了一点。之后在一次饭局

上才认识徐。徐个人出事，不

会影响中民投和我们投资七星

进程。”

那么大佬们此次投资中国七

星控股，是否会因为徐翔而流产

呢？中国七星控股复牌前公告

称，该公司尝试联络徐翔，但未

成 功 。 并 称 CMI、D.E.Shaw-

Composite 及 UnionSky 已向该

公司确认，这些公司对中国七星

控股未来仍然充满信心，上述发

展不会改变彼等待所有未完成

先决条件达成后落实完成股份

认购之意向。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徐翔黑天鹅事件继续发酵

多家券商开启提醒风险模式

中国七星控股受波及复牌大跌

11月解禁规模全年最低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周二，徐翔黑天鹅
事件依旧还在发酵，众多“徐翔
概念股”延续惨淡走势。昨晚部
分上市公司开始对徐翔事件进
行说明，而近期部分券商针对徐
翔事件开启风险提醒模式。

被波及公司相继发布公告
截至收盘，华丽家族、康强

电子、大恒科技三股封死跌停
板，南洋科技、文峰股份、先锋
新材、东方金钰分别下跌1.2%，
3.3%、4.84%，1.7%。

众所周知，徐翔是宁波发
家，经数据查询，上市公司宁
波中百也是一家的“徐翔概念
股”。

宁波中百的第一大股东是
西藏泽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总股本的15.69%股份。徐
柏良（徐翔的父亲）是西藏泽添
投资法定代表人，股东为徐柏
良和郑素贞（徐翔的母亲），该
公司在2015年6月8日由成立
于2008年5月的上海泽添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变更而来。于是
有媒体质疑宁波中百法人徐
峻与徐翔家族的私人关系。
昨日，宁波中百报跌 5.88%。
晚间，宁波中百发布公告，居
然称目前公司暂时无法与徐
峻及徐柏良取得联系，待公司
后续取得联系后，及时确认并
对外披露。

连续两日跌停后华丽家族
昨晚发布澄清公告：据传闻上
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总经理徐翔等涉案调
查，经公司核实，传闻所涉事项
与公司并无关系，公司目前生
产经营活动正常，并未发生重
大变化。截至公告日，泽熙投
资旗下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9000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5.62%，其承诺
自2015年9月7日至2016年1
月 8 日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
同时华丽家族称，公司2015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正在有
序推进，涉及的石墨烯项目、临
近空间飞行器项目及智能机器
人项目均进展顺利。

券商开启提醒模式
徐翔事件，显然对市场情

绪带来一定影响，对此，部分券
商机构就该事件在研报中进行
点评。

东吴期货在周二的研报中
称，“当前形势下金融投资界的
监管收紧，泽熙投资概念股大
幅下跌预示着题材股的下跌开
启。基本面上的信息没有出现
特别重大的利多利空，但是要
关注证监会的一系列监管新动
向，对市场影响更大。”

西南证券称“泽熙事件反
映了国家对于打击市场内幕交
易、非法交易的决心，长期而言
有助于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
后期具备真正业绩增长支持的
成长白马股有望成为之后市场
关注的重心。”

东北证券昨日则表示“市
场对于内幕操作、坐庄等模式
的警觉只是开始，预计后期市
场的风格仍有显著波动的风险
甚至更有可能以被动型的风格
轮动形式演绎。”

周培骏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