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指上演百点剧震 两市成交再创新高

盘面回顾

昨日，沪深两市股指高开，
沪指高开后冲高回落，盘中最高
上探 3715.87点，站上 3700点
关口再创近 7年新高，之后高
台跳水，最低下探 3600.7点考
验 3600支撑，午后震荡回升翻
红，振幅超 3%，深成指高开后
冲高回落，午后回升翻红，创业
板高开冲高回落，最低下探
2253.2点失守 2300关口，午后
V形反弹，最高上探 2363.05
点，站上 2300点，再创历史新
高，振幅近 5%，市场上演过山

车式行情，两市成交超一万四千
亿创新高。

从盘面上看，民航机场、黄
金、互联网、钢铁、国产软件、中韩
自贸、铁路基建等板块涨幅居前，
保险、券商、海工装备、石油行业、
西藏板块等板块跌幅居前。

截至收盘，沪指报 3691.41
点，涨幅 0.10%，成交 7548.85
亿，深成指报 12801.20点，涨幅
0.16%，成交 6844.68亿，创业板
报2357.97点，涨幅2.80%，成交
1456.3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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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65元，全通教育成两市第一高价股
俞敏洪微博发声：目前和全通教育没有任何股东关系

一直以来，全通教育都与新东方
创始人俞敏洪联系在了一起，原因就
在于招股书显示，俞敏洪与全通教育
首发原始股东———北京中泽嘉盟投资
中心!以下简称北京中泽"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然而，昨日俞敏洪却在微博中澄
清与全通教育的关系，引发市场关
注。俞敏洪在微博中表示，“今天有媒
体报道：全通教育狠甩茅台：背后站
着俞敏洪等五大佬，并说站在全通教
育背后的5名股东赫赫有名，他们是
俞敏洪、江南春、吴鹰、桂松蕾和丁

健，每一位都来头不小。我想再次澄
清一下，我目前和全通教育没有任何
股东关系，也不占任何股份。希望各
媒体不要再把我和全通教育放在一
起进行宣传。”

查阅招股书后发现，作为全通教
育首发原始股东的北京中泽，其第一
大股东为中泽嘉盟投资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中泽嘉盟"，而俞敏洪就是中泽
嘉盟出资人之一，占注资额的
22.22%。

然而，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公布的信息 !股东信息更新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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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目前中泽嘉盟股
东仅有吴鹰、桂松蕾和丁健三人，没有
出现俞敏洪与江南春的身影。

从这一信息来看，俞敏洪与江南
春很可能已从中泽嘉盟中“抽身”。

同时，俞敏洪还在微博中发表了
自己对教育股走强的看法。他表示，
“最近在国内市场，有关中国股市教育
概念的股票都非常热，大家对于教育
股概念的重视是件好事，但如果大家
一哄而上炒作，甚至不顾真实数据是
否健康，最后吃亏的就是跟风的小股
民。” 东财网

320.65元 /股！昨日
的全通教育又以一个涨停
板超越 300元关口，成为
两市第一高价股，已然超
过历史第一高价 300元的
中国船舶。

在 A股 20多年的历
史中，中国船舶是一个不
会被忘记的名字。2007年
10月，中国船舶以每股
300元的价格，创造了一
个纪录。然而，纪录都是用
来被超越的，就在昨天，全
通教育股价将站在一个更
高的位置上。

同样在昨天，网络疯
传“全通教育狠甩茅台：背
后站着俞敏洪等五大佬”。
这让俞敏洪不得不在微博
中澄清与全通教育的关
系，并提示教育股上涨的
风险。

机构“抢”出最贵 A股

股价折射 A股情绪沸点

俞敏洪微博中澄清关系

2007年10月，在行情最为火爆
之时，中国船舶股价曾触及300元；到
了2010年，洋河股份在白酒股的集体
狂欢之时，股价也向300元发起了冲
击，然而最终止步于 283.80元，从此
开始陷入漫长的调整中；如今，全通教
育股价超越了300元关口。

从全通教育近期走势看，公司股
价在3月4日才突破了200元大关，
短短 20天内股价上涨就接近百元。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通教育不断上攻

的这段时间，成交量并未出现明显放
量的情况，显示出持股者惜售的心
理。也因为这种惜售，在资金流入并
不明显的情况下，公司股价能够快速
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全通教育股价的
疯狂，仅是高价股股价上涨的一个缩
影。截至昨日收盘，沪深两市百元股
数量已达29只，其中中小板、创业板
公司独占23席；与全通教育类似的
是，包括卫宁软件、三六五网、众信旅

游等百元股，也都是在未出现明显放
量的情况下，股价呈现加速上行的态
势，并且在涨停价上的封单并不算
多。

对此，一位资深市场人士提示，一
旦出现大笔资金出逃的情况，全通教
育等个股就将面临极大的考验。

实际上，不管是全通教育冲击“史
上最贵”，还是高价股的高歌猛进或低
价股群体的消亡，背后折射出的，都是
如今行情的火爆。

“熊市入市时，一直觉得百元股已
很高，目前全通教育居然直接奔300
元/股去了。”昨日，一位入市数年的
投资者，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出了上
述感叹，直言行情太火爆。

3月3日，强势涨停后的全通教
育，股价定格于199.9元，一举超越贵
州茅台，成为两市第一高价股。在短暂
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后，这一超越立
刻就被火爆的行情所掩盖。

20天后的昨日，迎来涨停的全通

教育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因为
320.65元的价格，已将贵州茅台“甩出
几条街”，使其成为A股历史上最贵的
股票。

对于股价位居高位的全通教育，
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太贵，因从业绩
角度来看，今年2月，全通教育预计
2014年净利润为4487.74万元，同比
增长6.87%的数据，绝对算不上亮眼。

但在业内人士眼中，正是因为具
有在线教育的题材，让全通教育有更

大的想象空间。全通教育2014年1月
登陆A股市场，公司在发展之初以与
运营商合作的“校讯通”为主要业务模
式，随着移动互联的发展，公司更多考
虑向在线教育商转型，股价也由此开
始加速上行。

值得关注的是，在全通教育大涨
的背后，机构的力挺不容忽视：截至去
年三季报，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均被
机构占据；而在近期公布的龙虎榜单
中，也频现机构扫货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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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爆棚”
多家券商系统出故障

#早上正准备套现$系统死机了% &一位股民吐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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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强烈的赚钱效应吸引投资者跑步入场$多

家券商交易系统不堪重负出现故障$导致#系统无法登录&(#无法撤

单&等状况发生'

股民反映交易系统出故障

交易量激增考验券商系统

据了解，去年12月3日有部
分券商早盘融资系统出现了“拥
堵”现象，有融资客曾无法融资买
股票，“拥堵”现象大约持续了半
小时左右。主要原因在于过多的
投资者在相近时间内进行融资操
作，融资系统瞬间承压，出现拥
堵。当日两市成交量首次越过了
9000亿元大关。

不过，就在“堵单”发生一个
星期后，12月9日，沪指出现大
幅调整，当日最高触及3091点，
午后急速跳水，收盘下跌5.43%，
当日振幅高达8.5%，当日两市共
成交1.27万亿元。
“‘堵单’情况的出现，这一方

面是牛市行情中参与者情绪的侧
面反映。另一方面，也或许意味着

风险的临近，在 2007年”5·30
“之前，也曾出现过持续一周的堵
单情况。”某市场资深业内人士
称，现在市场太热了，都不看基本
面了，属于“情绪驱动型”，资金面
也是受市场情绪推动。

在上述经纪业务部负责人
看来，当前出现“堵单”的市场环
境已不能跟 2007年简单类比，
杠杆资金已成为这波行情主力，
其中更大的风险来自场外配资。
“券商自身的两融保证金比例是
在提升以控制风险，但场外配资
的杠杆率在不断扩大，原来1:2、
1:3，现在1:4都出来了，这意味
着行情跌 25%，融资客就要爆
仓。”

本报综合

5·30前亦频现“堵单”

“最近开户数不断猛增，成交
量不断放大，造成‘拥堵’现象，这
是导致部分券商系统故障的重要
原因，交易量放大考验券商交易
系统。”招商证券一家券商营业部
人士表示。
“这个月我们营业部的开户

数爆满，基本是翻倍增长，连 90
后都来开户。成交量又不断放大，
人多了免不了拥堵。”上述招商证
券营业部人士表示，交易系统故

障与开户数猛增和交易量放大有
直接关系。

“系统升级和扩容肯定各
家券商都做了，不过市场活跃
程度还是出乎预料，并且仍在
不断放大。以前的交易量一般
都维持在五六千亿左右，现在
的交易量都是破万亿，这让很
多券商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
下，堵单的可能性非常大。”上
述券商人士说。

3月23日开盘后，不少股民
在各大网站和股吧里反映多家券
商的交易系统出现故障，导致无
法正常交易，包括招商证券、申万
宏源证券、东方证券、国海证券、
华泰证券等。
“招商证券软件交易瘫痪了，

电话也打不进去。”“宏源证券系

统崩溃了，一直登录不上。”……
据股民们反映，故障表现为电脑
和手机等客户端的交易软件登录
不上，登录、刷新时不断显示“后
台繁忙、请稍后重试”，买卖报单
均不能成交等。有股民称，本来准
备套现，结果系统出现故障，眼睁
睁看着无法进行操作，损失惨重。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