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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券商的“金股”名单中，获得最
多推荐的个股是振华科技，国盛证券、安
信证券、光大证券、太平洋证券、银河证
券等5家券商同时推荐；航发动力获3家
券商的推荐；三安光电、火炬电子、大族
激光、广发证券等多股也获得2家券商共
同推荐。

回顾8月金股组合，被多家券商同时
“看中”的个股表现亮眼，如中原证券、安
信 证 券 共 同 推 荐 的 天 齐 锂 业 上 涨
30.72%。中信建投、粤开证券等共同推
荐的晶澳科技上涨 27.54%。迈为股份、
长城汽车等获券商共同推荐的个股涨幅
也收获不俗涨幅。

复盘8月券商金股表现，不少券商增
配化工、建筑建材等周期板块，并获得了
不错的收益。如金股组合收益排在第一
的开源证券，组合内有4只化工股，其中
滨化股份上月涨幅超过50%。

从个股看，在券商8月金股组合中，
涨幅最大的是由国信证券推荐的中国电
研，月涨幅达66.48%。金博股份、中国化
学等个股也上涨超50%。

券商9月看好周期、高端制造两大主

线。券商在9月的金股组合中，重点关注
两条主线，一是供需格局改善的资源周
期行业；二是受益于政策扶持、产业景气
度持续上行的高端制造业。

中银证券表示要把握低估值顺周期
板块超额收益。一方面，前期股价长期
滞涨、基本面触底反弹的部分低估值板
块有望获得更多资金关注；另一方面，新
能源和半导体代表的主导产业四季度板
块估值切换机会。

国盛证券认为，未来 1-3 个月内股
市策略上最核心的变化就是指数表现的
均衡，以及成长与价值的收敛，建议逐步
增持价值板块，大消费推荐汽车、次高端
白酒、纺服、医疗服务、疫苗；金融推荐券
商、零售型银行。

此外，还有部分券商提出，成长依然
是推荐的核心主线，“专精特新”和科创
板存在投资机会。兴业证券认为，A股正
逐渐进入由先抑到后扬的过渡期。作为
中长期产业主线、未来核心资产的摇篮，

“专精特新”与科创“小巨人”为核心科创
主旋律将引领市场百花齐放。

（中证网）

券商9月金股出炉

12只个股获共同推荐

截至9月6日，北向资金已连续净流
入11天，累计净流入493.05亿元。

数据显示，从 8 月 23 日至 9 月 3 日，
有202股获北向资金增持过亿元，其中，
增持金额超10亿元的股票有15只，隆基
股份(49.3亿)、宁德时代(31.3亿)、招商银
行(28.96亿)排名靠前。此外，有124股获
北向资金减持过亿元，其中，中国平安(-
42.13亿)、格力电器格力电器(-24.69亿)、
平安银行(-18.74 亿)排名靠前。行业方

面，上述增持股票主要集中在电子、医药
生物、食品饮料等行业，上述减持股票主
要集中在非银金融、机械设备等行业。

统计显示，近5个交易日(8月30日-
9月3日)共有77只个股获北向资金连续
5天增持。5天累计净买入金额在1亿元
以上的有40只，其中26只累计净买入额
超 2 亿元。获北向资金连续增持前 5 名
的个股分别是宁德时代、美的集团、招商
银行、汇川技术、兆易创新。宁德时代获

北向资金5天累计净买入约26.53亿元，
位居连续增持榜首。

统计显示，截至9月3日，共有780只
个股获陆股通增仓。其中，持股量环比
增幅在 30%以上的共有 25 只，环比增幅
较大的有迪瑞医疗、中海达、复旦微电复
旦微电：688385 46.04 -1.20% +自选、
凯伦股份、富祥药业等股。

截至9月3日，沪深两市两融余额为
18714.84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64.16亿

元。其中，融资余额为17043.04亿元，较前
一交易日减少 63.57 亿元；融券余额为
1671.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0.59亿元。

统计显示，9月3日共有1781只个股
获融资资金买入，其中买入金额居前的
个股有特变电工，买入额为 23.78 亿元；
北方稀土买入额为22.41亿元；金风科技
买入额为 15.00 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
个股当日成交额比例来看，1只个股买入
额占成交额比例超30%。 （东财）

连续净流入11天“聪明钱”狂买这些公司

股票简称 获推荐家数 推荐券商

振华科技 5
国盛证券、安信证券、光大证券、

太平洋证券、银河证券

航发动力 3 粤开证券、西南证券、国信证券

三安光电 2 西南证券、银河证券

火炬电子 2 中原证券、粤开证券

大族激光 2 中原证券、粤开证券

美畅股份 2 粤开证券、国元证券

道通科技 2 国盛证券、国信证券

长城汽车 2 天风证券、银河证券

闻泰科技 2 天风证券、光大证券

兖州煤业 2 中原证券、开源证券

紫光国微 2 国盛证券、太平洋证券

广发证券 2 开源证券、天风证券

序号 公司名称 申万行业 增持金额（亿元） 区间涨跌幅（%）

1 隆基股份 电力设备 49.30 8.18

2 宁德时代 电气设备 31.30 -1.54

3 招商银行 银行 28.96 1.90

4 中信证券 非银金融 26.13 9.69

5 迈瑞医疗 医药生物 24.62 19.10

6 药明康德 医药生物 21.58 8.70

7 美的集团 家用电器 19.25 -2.72

8 汇川技术 电气设备 17.89 -0.55

9 紫金矿业 有色金属 17.11 10.26

10 万华化学 基础化工 11.95 -1.92

11 歌尔股份 电子 11.61 20.00

12 比亚迪 汽车 11.17 -10.87

13 五粮液 食品饮料 10.75 -0.24

14 特变电工 电力设备 10.56 71.32

15 中国铝业 有色金属 10.54 29.30

序号 公司名称 申万行业 减持金额（亿元 区间涨跌幅（%）

1 中国平安 非银金融 42.13 -2.45

2 格力电器 家用电器 24.69 -6.30

3 平安银行 银行 18.74 -7.11

4 三一重工 机械设备 8.87 0.32

5 海天味业 食品饮料 7.77 -14.59

6 华鲁恒升 基础化工 7.73 8.78

7 生益科技 电子 7.41 -9.08

8 中环股份 电气设备 7.16 6.75

9 利亚德 电子 7.12 -2.77

10 东方财富 非银金融 6.98 -0.41

11 中远海控 交通运输 6.78 -0.25

12 包钢股份 钢铁 6.26 40.61

13 恒瑞医药 医药生物 5.90 -4.87

14 方正证券 非银金融 5.61 -0.34

15 泸州老窖 食品饮料 5.50 14.20

近10日北向资金增持TOP15 （8月23日-9月3日） 近10日北向资金减持TOP15 （8月23日-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