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家公司获增持
5月9日晚间，复星医药公

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
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自有
资金总额折合人民币约2901万
元增持公司共计1048928股股
份（A股及H股），约占总股本的
0.04%。而就在前不久，公司总
裁吴以芳于5月4日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含港股通）以总额约
1051万元增持共计37万股。

无独有偶，特尔佳同天也
宣布，第一大股东创通嘉里投
资合伙企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深
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智盈9号单一资金信托，于5月2
日—8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77.26万股，
占总股份的1.3459%。

统计数据显示，5月以来，
两市已经有96家公司获重要股
东增持，净买入份数合计3.71亿
股，参考市值超过70亿元。

增持释放积极信号
在业内看来，管理层的增

持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从增持公告来看，大股东

的增持理由以“基于目前公司
股价的异常波动，以及对公司
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
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
者信心、稳定公司股价、维护中
小投资者利益”为主，显示在持
续震荡弱市之下，大股东通过
增持表明护盘态度。

安信证券分析师胡又文指
出，近期，随着市场继续调整，
又开始出现公司大股东或管理
层增持或发布员工持股计划的
情况。在板块行情低迷之际，
大股东和高管团队对公司发展
前景的强烈信心，将给市场传
递积极的信号。

东莞证券分析师潘绍昌表
示，股东的净增持行为只能说
明有些行业或者个股经过充分
调整，估值已经较低而具备了
配置行情。“本轮下跌主要是由
金融去杠杆、严监管和短期利
率上升等政策因素引起的，大
盘是不是已经调整到位，要看
这些因素是否发生转变”

股权质押风险凸显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

存在股权质押的大股东，“弱市
增持”也成为其一种自救方式。

以鹏起科技为例，5月8日
晚间，公司公告显示，获得宋雪
云增持5642.64万股。权益变动
后，宋雪云持股占比增至总股
本的5%，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18.40%。今年4月20
日，宋雪云及一致行动人张朋
起、深圳市前海朋杰投资合伙
企业、北京申子和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计划于公告披露之日起
6个月内以4亿元—4.7亿元资金
增持鹏起科技股份。公司一季
报显示，上述股东的持股绝大
多数都处于质押状态，整体质
押比例高达99.30%。

国金证券分析师表示，当
前市场状况下，部分上市公司
股东高位质押股权的风险正在
逐步显现。这些股东火线增
持，维护二级市场股价，多是为
了规避自身高比例股权质押存
在的强行平仓等风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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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纪

5月10日，沪深两市午后跳
水，再度双双收跌。5月以来，
沪指已经累计下跌3.23%，跌去
百余点；深成指更是跌破万点
大关，累计跌幅达到4.67%。随
着市场的连续下跌，A股增持
潮再起。数据显示，5月以来，
两市已经有近百家公司获重要
股东增持，“跌出来的机会”引
发市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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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权行情
从涨停的几只个股来看，5月10

日是横河模具、永和智控和微光股
份高送转的股权登记日，是陇神戎
发的除权日。

5月3日晚，永和智控发布了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16年年报10转10
派5元（含税）的方案于5月10日股权
登记，5月11日除权除息。当日，永
和智控涨停。

5月4日晚，陇神戎发公布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其10送3转22派1元
（含税）的方案，于5月9日股权登记，
5月10日除权除息。与此同时，16年
报10转12派0.92元（含税）的横河模
具也公告，将于5月10日股权登记。

次日，高送转板块抛起一波小
高潮，陇神戎发在开盘一分钟后即
告涨停，永和智控、横河模具、新易
盛和优博讯等6只个股紧跟其后，纷
纷涨停。

新宏泽的示范效应
3月下旬开始，高送转板块进入

了深幅调整，到了4月中旬，不少个
股的股价甚至被腰斩。如新宏泽，
股价从3月22日的最高点89.35元一
路跌到4月24日最低46.48元（后复
权），跌幅48%；乐心医疗从最高
167.5元跌到90.47元（后复权），跌
幅46%；陇神戎发从101元跌到
59.08元，跌幅41.5%。

4月中旬开始，高送转板块开始
艰难的筑底。在经历了约一周的震
荡探底后，4月20日，乐心医疗最低
见90.47元（后复权）后开始上涨，到
5月3日，最高见137元（后复权），上
涨50%。

而新宏泽是最彪悍的，从4月25
日起的11个交易日里，收出5个涨
停，累积上涨70%。市场人士指出，
新宏泽在3月初高送转大热的时候，
就是当时的龙头股，积累了不少人
气，也使得其成为日后反弹的先锋。

高送转+次新受欢迎
从3月下旬开始，多家公司发布

修改高送转方案的公告，与此同时，
高送转实施分派的节奏也大为减
慢。多家公司召开的年度股东大
会，虽然已经通过了高送转预案，却
一直不见方案实施。如永和智控于
4月6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陇神
戎发于4月12日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横河模具于4月18日召开的年度股
东大会。虽然按相关规定，可在股东
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实施分派，但很
多公司会在一两周内就“搞定”此事。

从5月开始，这种情况终于有所改
变，永和智控、陇神戎发等连续发布分
派公告，令市场松一口气，一块石头终
于落地。再加上股价已经调整到位，
再出现上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市场人士指出，还应该注意到，
目前受到市场追捧的高送转个股，
其实都是次新股，也就是上市在一
年以内，没有大小非解禁的个股。
此外，次新股还有流通盘小，业绩不
错的优点。目前，高送转已进入收
官阶段，吸引资金的是抢权和填权
概念，可以关注。

东财证券指出，高送转并非利
好也并非利空，还是有高送转个股
有不错的基本面，却被“高送转魔
咒”错杀，这些品种有较好的短线操
作价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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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即将到来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冲高回落，

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早盘尽管沪指出现第 17 次低

开，但在银行股发力护盘作用下，市场重
新走高，不过午后市场风云突变，雄安新
区概念股的快速走弱拖累市场，就连午
间涨幅超1.5%的次新股指数到收盘也跌
超 1%。截至收盘，两市涨停个股为 30
只，跌停个股达22只。技术上看，沪深
股指均创出本次调整以来的收盘新低，
且两市成交均环比放大，虽然沪指盘中
最高触及5日均线，但最终无功而返，显
然短期悲观氛围依然较浓；值得注意的
是，在 60 分钟图上，沪指盘中 60 分钟
MACD指标先是金叉再是死叉，显示出底
部另一特征反复，从历史上看，即使周三
尾盘杀跌，但后市仍有大概率重新收复
3080点的潜力。综合来看，连续两日，沪
深股通均呈现大幅净流入，显示有外部
资金抄底，而近来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
正在通过二级市场直接增持，工行、农行
近期更是逆市创出年内的新高，榜样的
作用是无穷的，曙光即将到来。

资产：周三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
广东鸿图（002101）3 万股，多伦科技
（603528）1.2 万股，山东黄金（600547）
1.6万股，尖峰集团（600668）5万股，中科
曙 光（603019）1.38 万 股 ，东 方 园 林
（002310）2.3万股。资金余额2635824.7
元，总净值5928248.7元，盈利2864.12%。

周四操作计划：山东黄金停牌中，广
东鸿图、尖峰集团、多伦科技拟持股待涨，
中科曙光、东方园林拟先买后卖做差价。

胡佳杰

跌出机会 A股96家公司获增持

高送转收官
抢权填权行情抢眼

5月10日，随着雄安概念的沉寂，市场出现下挫，沪指收跌
0.90%，沪深两市近3000只有交易的个股里，只有432只上涨。在这
种情况下，高送转个股，却表现良好。

到收盘，陇神戎发、横河模具、永和智控和三德科技涨停，微光股
份收盘涨10%，开润股份、北纬通信、雄帝科技等也有4%以上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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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由世界500强第57位，央企第7位的中国中
铁（A+H上市）控股，以金融信托为主营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注册资本32亿元。总部位于成
都，在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重庆设有业务团队。

信任源于专业，专业创造价值，中铁信托将致力于成为行业一流的现代金融综合服务企业，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铭记使命、珍惜托付，竭诚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专业的理财服务。

好礼1. 老客户可使用20个积分兑换精美礼粽一盒;

好礼2. 签约100万-299万元的客户赠送精美礼粽一盒；

好礼3. 签约300万元及以上客户赠送精美好礼一份。
（精美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回馈不影响正常积分）

财富热线：4008-085-085 87789999 86277999
公司总部：成都市航空路1号国航世纪中心B座23楼（地铁：桐梓林站D出口）
投资银行：028-86029178 房地产信托：028-86029192 基础产业信托：028-86029196
证券信托：028-86029152 资产管理：028-86029126 产业投资：028-86029152

诚意寻找优质合作项目
详情请关注http://www.crtrust.com或二维码

为答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客户对中铁信托的信任与支持
特推出多款稳健型信托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达到6.2%-7.2%

（注意风险识别，请通过正规渠道认购中铁信托产品）

为答谢广大客户的信任与支持，2017年5月8日-2017年5月31日“中铁信托·粽粽有礼”

活动正式开始，活动期间理财产品预计年收益率全线上升最高可达7.2%。

礼情款款，签单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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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概念下挫
陇神戎发（300534）：5月10日涨停，

最近4个交易日两个涨停。5月10日为除
权日，其实5月9日就开始异动，13：40一
笔大单拉起股价，股价从跌4.3%一路上
涨到涨9.9%，收盘涨8.3%，5月10日涨停。
该股16年高送转方案为10送3转22派1元
（含税），是次新股里方案最“慷慨”之一，
公布方案后曾连续5个涨停板。现在它面
临的制约是，再涨就创历史新高了。

可立克（002782）：5月10日涨停。5
月10日，市场上次新股和高送转活跃，次
新股里活跃的则是老龙头，除了可立克，
张家港行、万里石等也是次新里的老龙
头。张家港行目前的形态是个双底，但
前有无锡银行的停牌核查，不知道张家
港行若再大涨，会不会也出现同样情
况。这种老龙头的上涨，其实就是超跌
反弹，打首板的好对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