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发股涨幅榜增发股市场板块分布

增发股行业分布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300055.SZ

万邦达

2015-4-21 30.75 -10.01 3,655.92 112,419.54

601010.SH

文峰股份

2015-4-23 14.09 -9.97 3,600.00 50,724.00

601099.SH

太平洋

2015-4-23 14.57 -4.71 3,472.00 50,587.04

601010.SH

文峰股份

2015-4-20 14.72 -10.02 3,000.00 44,160.00

600397.SH

安源煤业

2015-4-20 8.00 -10.01 4,934.83 39,478.67

002044.SZ

江苏三友

2015-4-20 35.82 -10.00 1,100.00 39,402.00

601788.SH

光大证券

2015-4-21 28.11 -9.99 1,066.00 29,965.26

601788.SH

光大证券

2015-4-21 28.11 -9.99 1,066.00 29,965.26

601010.SH

文峰股份

2015-4-23 14.09 -9.97 2,000.00 28,180.00

600282.SH

南钢股份

2015-4-24 6.04 -8.90 4,625.00 27,935.00

601010.SH

文峰股份

2015-4-20 14.72 -10.02 1,620.00 23,846.40

601010.SH

文峰股份

2015-4-23 14.09 -9.97 1,640.00 23,107.60

601099.SH

太平洋

2015-4-23 14.57 -4.71 1,478.00 21,534.46

300107.SZ

建新股份

2015-4-22 19.05 -3.00 1,100.00 20,955.00

601028.SH

玉龙股份

2015-4-21 25.00 -6.44 800.00 20,000.00

002622.SZ

永大集团

2015-4-21 24.13 -10.00 816.16 19,693.94

000585.SZ

东北电气

2015-4-24 7.05 5.07 2,680.00 18,894.00

600727.SH

鲁北化工

2015-4-22 12.52 5.30 1,400.00 17,528.00

601636.SH

旗滨集团

2015-4-24 11.00 -6.70 1,579.05 17,369.52

601002.SH

晋亿实业

2015-4-22 21.86 -2.63 792.69 17,328.20

601002.SH

晋亿实业

2015-4-21 21.55 -5.90 792.69 17,082.47

600206.SH

有研新材

2015-4-21 16.79 0.90 1,000.00 16,790.00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5-4-23 5.33 -6.16 3,150.00 16,789.5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4-24 5.97 -1.16 2,750.00 16,417.50

000725.SZ

京东方

A 2015-4-22 4.63 -4.14 3,500.00 16,205.00

002443.SZ

金洲管道

2015-4-23 13.88 -9.16 1,150.00 15,962.00

002480.SZ

新筑股份

2015-4-23 15.90 -5.53 1,000.00 15,900.00

601117.SH

中国化学

2015-4-23 12.50 4.08 1,250.00 15,625.00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5-4-20 5.03 -4.01 3,000.00 15,090.00

600520.SH

中发科技

2015-4-22 20.39 -9.98 740.00 15,088.60

002622.SZ

永大集团

2015-4-21 24.13 -10.00 621.00 14,984.73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5-4-23 5.33 -6.16 2,810.00 14,977.30

601099.SH

太平洋

2015-4-21 12.47 -10.03 1,200.00 14,964.00

000697.SZ

炼石有色

2015-4-20 28.52 -1.31 520.00 14,830.40

601099.SH

太平洋

2015-4-22 14.83 2.13 1,000.00 14,830.00

000166.SZ

申万宏源

2015-4-22 19.13 2.08 760.00 14,538.80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5-4-21 5.13 -3.93 2,810.00 14,415.30

002638.SZ

勤上光电

2015-4-22 16.47 -10.00 845.00 13,917.15

300064.SZ

豫金刚石

2015-4-23 14.55 -10.02 956.00 13,909.80

600282.SH

南钢股份

2015-4-24 6.04 -8.90 2,300.00 13,892.00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601989.SH

中国重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376976.68 28.86 27.43

601766.SH

中国南车 振幅值达

15% 3173025.19 -1.39 7.16

601299.SH

中国北车 振幅值达

15% 2737851.63 -2.21 6.69

601299.SH

中国北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679802.98 -15.21 8.18

601106.SH

中国一重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414447.79 33.10 35.98

600050.SH

中国联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386456.72 26.50 15.92

601766.SH

中国南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301597.04 -4.96 6.57

601727.SH

上海电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872940.46 33.06 12.54

601299.SH

中国北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824144.04 -5.79 5.73

601766.SH

中国南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159922.05 -10.01 3.03

600637.SH

百视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105068.26 20.99 13.37

600832.SH

东方明珠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084465.90 27.16 17.61

601106.SH

中国一重 振幅值达

15% 1047105.78 6.88 13.55

601106.SH

中国一重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907004.45 10.04 12.10

600010.SH

包钢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86169.28 10.08 8.30

601299.SH

中国北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55658.94 -10.00 2.45

600637.SH

百视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29038.56 26.65 12.69

601866.SH

中海集运 振幅值达

15% 769677.72 1.74 10.96

600832.SH

东方明珠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765047.95 21.03 9.63

000825.SZ

太钢不锈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80954.12 26.87 14.83

601866.SH

中海集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36809.02 10.06 9.47

601106.SH

中国一重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28778.73 33.08 12.15

601919.SH

中国远洋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24046.21 26.67 8.42

601919.SH

中国远洋 振幅值达

15% 580871.13 7.83 6.63

000831.SZ

五矿稀土 换手率达

20% 570732.86 10.00 20.64

000831.SZ

五矿稀土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70732.86 10.00 20.64

300315.SZ

掌趣科技 换手率达

20% 550397.36 0.45 26.64

600428.SH

中远航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41378.70 25.74 31.54

002004.SZ

华邦颖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09017.33 -19.90 30.10

601866.SH

中海集运 振幅值达

15% 492698.51 2.84 6.94

000410.SZ

沈阳机床 换手率达

20% 468028.94 3.36 21.68

300315.SZ

掌趣科技 换手率达

20% 419877.04 0.24 20.85

600023.SH

浙能电力 换手率达

20% 406947.05 5.13 54.52

000917.SZ

电广传媒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04609.99 10.00 13.52

600240.SH

华业地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81543.83 28.05 15.87

000627.SZ

天茂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67096.04 30.72 23.54

300104.SZ

乐视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43231.31 10.00 6.75

601216.SH

内蒙君正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40254.07 20.99 7.42

603169.SH

兰石重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39354.57 25.59 110.94

002673.SZ

西部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37450.18 10.00 7.46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省份

自由流

通市值

亿元

增发进度

[年度]�2015

预案公告日

[年度]�2015

今年涨

跌幅%

3月9日

以来涨

跌幅%

002625.SZ

龙生股份 汽车 浙江省

58.73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4-01 527.64 527.64

002044.SZ

江苏三友 纺织服装 江苏省

75.96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3-26 336.26 336.26

300018.SZ

中元华电 电气设备 湖北省

56.62

董事会预案

2015-03-26 255.25 255.25

000971.SZ

蓝鼎控股 纺织服装 湖北省

48.10

董事会预案

2015-04-08 180.28 202.46

601390.SH

中国中铁 建筑装饰 北京

991.47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2-11 107.31 135.70

300248.SZ

新开普 计算机 河南省

58.21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2-14 232.08 134.85

300244.SZ

迪安诊断 医药生物 浙江省

188.41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1-09 271.04 134.46

300379.SZ

东方通 计算机 北京

27.66

实施

2014-08-15 129.13 132.58

002298.SZ

鑫龙电器 电气设备 安徽省

60.62

董事会预案

2015-04-10 132.33 132.33

300159.SZ

新研股份 机械设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8.26

董事会预案

2015-03-18 127.68 127.68

000638.SZ

万方发展 房地产 辽宁省

26.87

董事会预案

2015-01-27 136.76 127.54

300184.SZ

力源信息 电子 湖北省

25.19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3-27 158.04 127.10

000070.SZ

特发信息 通信 广东省

35.96

董事会预案

2015-04-13 126.98 126.98

300399.SZ

京天利 计算机 北京

40.40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3-19 287.10 118.82

300208.SZ

恒顺众昇 电气设备 山东省

88.64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2-09 269.01 118.33

600749.SH

西藏旅游 休闲服务 西藏自治区

38.39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3-25 118.23 118.23

002439.SZ

启明星辰 计算机 北京

123.56

董事会预案

2015-03-12 114.10 114.10

000967.SZ

上风高科 电气设备 浙江省

37.41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3-31 113.66 113.66

000078.SZ

海王生物 医药生物 广东省

122.17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3-31 127.23 113.26

002055.SZ

得润电子 电子 广东省

80.98

实施

2014-07-28 198.59 113.14

000020.SZ

深华发

A

电子 广东省

10.75

董事会预案

2015-03-20 106.97 106.97

300388.SZ

国祯环保 公用事业 安徽省

20.23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3-19 109.84 106.95

002178.SZ

延华智能 建筑装饰 上海

81.66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1-16 218.60 104.31

002123.SZ

荣信股份 电气设备 辽宁省

68.23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3-26 102.49 102.49

002129.SZ

中环股份 电子 天津

214.63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2-04 151.78 102.37

000662.SZ

索芙特 化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46.72

董事会预案

2015-01-20 250.32 97.13

300028.SZ

金亚科技 通信 四川省

84.58

董事会预案

2015-02-14 218.01 97.07

002663.SZ

普邦园林 建筑装饰 广东省

107.44

董事会预案

2015-03-17 95.83 95.83

002657.SZ

中科金财 计算机 北京

120.77

董事会预案

2015-03-23 288.37 95.48

600745.SH

中茵股份 房地产 湖北省

35.27

董事会预案

2015-04-16 94.99 94.99

300059.SZ

东方财富 传媒 上海

603.57

董事会预案

2015-04-16 187.54 94.90

600221.SH

海南航空 交通运输 海南省

389.97

董事会预案

2015-04-14 78.07 94.57

002673.SZ

西部证券 非银金融 陕西省

297.11

实施

2014-06-27 80.08 94.07

300144.SZ

宋城演艺 休闲服务 浙江省

112.35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3-18 93.76 93.76

000615.SZ

湖北金环 化工 湖北省

30.93

董事会预案

2015-03-14 93.64 93.64

000806.SZ

银河投资 电气设备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6.65

实施

2014-05-27 132.47 93.51

002279.SZ

久其软件 计算机 北京

50.07

实施

2014-09-10 180.90 89.28

002721.SZ

金一文化 轻工制造 北京

36.47

实施

2014-09-19 116.40 88.46

600623.SH

双钱股份 化工 上海

17.04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3-24 88.22 88.22

300347.SZ

泰格医药 医药生物 浙江省

102.54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1-22 187.89 88.11

002152.SZ

广电运通 计算机 广东省

177.49

股东大会通过

2015-03-11 87.22 87.22

000718.SZ

苏宁环球 房地产 吉林省

99.01

董事会预案

2015-04-22 90.04 86.72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券商 信达证券、光大证券

20%

一带一路 新时代证券、大同证券

20%

银行 信达证券、西南证券

20%

地产 光大证券、西南证券

20%

医疗 新时代证券

10%

高含权股 申万宏源证券

10%

有色、煤炭 民生证券

10%

新股影子股 大同证券

10%

白酒股 东吴证券

10%

大消费、京津冀、军工 银泰证券

10%

券商名称

本周

趋势

中线

趋势

本周

区间

下限

本周

区间

上限

下限偏

离上周

收盘价

程度

上限偏

离上周

收盘价

程度

市场情绪 星级

情绪

指数

综合

指数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4300 4550 -2.13% 3.56%

微弱看多

★★★ 70%

49.00%

太平洋证券 多 多

4300 4500 -2.13% 2.42%

微弱看多

★★ 60%

光大证券 平 多

4250 4500 -3.27% 2.42%

看平

○ 50%

申万宏源证券 平 多

4300 4500 -2.13% 2.42%

看平

○ 50%

民生证券 平 多

4200 4400 -4.41% 0.14%

看平

○ 50%

大同证券 平 多

4250 4600 -3.27% 4.70%

看平

○ 50%

东吴证券 空 多

4300 4500 -2.13% 2.42%

微弱看空

☆☆ 40%

信达证券 空 多

4250 4500 -3.27% 2.42%

微弱看空

☆☆ 40%

银泰证券 空 多

4300 4500 -2.13% 2.42%

微弱看空

☆☆ 40%

西南证券 空 空

4300 4450 -2.13% 1.28%

微弱看空

☆☆ 40%

券商名称 本周趋势 中线趋势 本周区间 本周热点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4300-4550

一带一路、医疗

东吴证券 空 多

4300-4500

白酒股

信达证券 空 多

4250-4500

券商股、银行股

国都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五矿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西南证券 空 空

4300-4450

银行、地产等低估值板块

太平洋证券 多 多

4300-4500

消息面

光大证券 平 多

4250-4500

地产、券商

财通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申万宏源证券 平 多

4300-4500

高含权股

民生证券 平 多

4200-4400

有色、煤炭

银泰证券 空 多

4300-4500

大消费、京津冀、军工

大同证券 平 多

4250-4600

一带一路、新股影子股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

时间

本期流

通数量

(万股)

已流通

数量

(万股)

待流通

数量

(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300313.SZ

天山生物

2015-4-27 3008.54 7206.46 1884.5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5-4-27 423.30 59366.61 70394.2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10.SZ

宜通世纪

2015-4-27 7623.33 13343.33 9536.6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11.SZ

任子行

2015-4-27 2804.96 6596.96 5044.1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48.SH

外高桥

2015-4-27 12456.82 93479.16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001.SH

奥康国际

2015-4-27 28403.10 40098.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789.SH N

星光

2015-4-27 5000.00 5000.00 15000.00

首发一般股份

,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97.SH

欧亚集团

2015-4-27 393.21 15908.81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3000.SH

人民网

2015-4-27 32980.00 55284.55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08.SZ

中际装备

2015-4-27 10338.03 21601.08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563.SZ

陕国投

A 2015-4-27 46200.00 121466.7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71.SZ

长城影视

2015-4-27 15129.46 33045.18 19497.8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55.SZ

欣龙控股

2015-4-27 3900.00 53839.5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75.SZ

亚厦股份

2015-4-27 6377.90 75328.32 13880.3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74.SZ

华平股份

2015-4-27 3413.52 37697.16 15102.84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672.SZ

东江环保

2015-4-27 12697.16 25526.45 1248.7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71.SZ

龙泉股份

2015-4-27 14521.65 40108.60 4260.9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72.SH

黄河旋风

2015-4-28 777.62 50445.47 19057.7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100.SZ TCL

集团

2015-4-30 79277.10 897021.48 323250.9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859.SZ

国风塑业

2015-4-30 14832.75 56880.64 0.1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44.SZ

宋城演艺

2015-5-4 65.18 50679.36 5098.1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1636.SH

旗滨集团

2015-5-4 847.89 83046.48 18832.0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3123.SH

翠微股份

2015-5-4 19554.00 30800.00 21614.4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73.SZ

西部证券

2015-5-4 46238.88 115000.00 24778.4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26.SZ

山东矿机

2015-5-4 15797.95 53197.84 202.16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687.SZ

恒天天鹅

2015-5-4 5556.89 53166.62 22570.2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108.SZ

沧州明珠

2015-5-7 388.00 34015.44 2364.4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74.SZ

兴业科技

2015-5-7 11620.80 24057.20 256.3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333.SH

明星电缆

2015-5-7 32550.00 52000.5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305.SH

恒顺醋业

2015-5-8 4706.90 30136.9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86.SZ

安科瑞

2015-5-8 98.00 14024.80 275.2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002.SZ

神州泰岳

2015-5-8 7626.62 82426.91 50357.2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14.SZ

戴维医疗

2015-5-8 11520.00 15865.00 13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12.SZ

邦讯技术

2015-5-8 8640.00 15034.50 967.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多空博弈加剧 阶段调整概率增加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2家看多，4家看平，

4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49.0%，较前一周小幅回升2.1个

百分点，但连续第二周位于50平

衡线下方，表明机构对于市场短

期走势依旧谨慎。 与上周相比，

共有3家机构改变了对大盘短期

走势的看法：（1）多→空，信达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翻空，对中

线持看多不变。 （2）空→多，太

平洋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空翻多。

（3）空→平，申万宏源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空转为看平，对中线

持看多不变。

本周新时代证券继续坚定

看多， 表示猛牛行情还将持续。

其分析称新兴产业盈利持续向

好，表明经济结构调整收到一定

成效，不过一季度不佳的经济数

据或延至二季度，因此二季度降

息概率较大。短期看大盘将在高

位上震荡消化经济数据不佳和

IPO加码等利空， 但只要成交量

保持较高水平， 调整空间就不

大，总体上延续强势震荡向上趋

势，操作上逢低积极介入新兴产

业和转型类个股。

同样看多本周的太平洋证

券认为大盘上行趋势没有改变，

只是节奏或有所放缓。该机构指

出IPO的提速再次表达了监管层

“慢牛” 的愿望，预计周末再出

利空的概率较小，因此本周市场

将延续上涨趋势，节奏转为震荡

上行，注意规避波动。

看平本周趋势的券商强调

短期行情不确定性增加。光大证

券认为虽然A股市场中期依然

有望进一步攀升，但短期经济和

企业盈利数据偏弱影响了市场

上涨节奏， 新股IPO提速加大了

市场供给， 因此调整压力增加。

大同证券认为上周形成的高点

不是本轮行情最高点，但结构性

风险存在，创业板许多个股已有

上涨乏力迹象，因此在小长假来

临、新股发行提速及专网行动的

背景下，多空博弈或加剧，本周

大盘横盘震荡的概率较高，建议

逢调整参与低估值蓝筹，逢高减

仓中小市值个股。

申万宏源证券分析称新股加大

供给是管理层向市场传递希望

慢牛的信号， 值得投资者重视。

目前市场短线操作难度有所增

加，投资者虽然对中长期牛市具

有共识，但短期犹豫摇摆情绪升

温，因此大盘短线行情不确定性

增强， 不排除在4500点展开震

荡。民生证券指出短期注意仓位

控制，或可高抛低吸，关注个股

补涨机会。

看空本周趋势的银泰证券

强调随着新股供给增加，对市场

影响由量变到质变的时间点在

逐步临近。沪指4400点上方料是

高风险区域， 应保持谨慎心理，

阶段性调整的可能性在增大。西

南证券分析指出本周为节前最

后一周，假日效应或造成交投清

淡，并引发套现压力。 后期将公

布的官方PMI或形成负面影响，

预计本周大盘略作调整后将因

资金备战一级市场出现下跌。

同样看空的东吴证券认为

近期监管层频频出手反映出其

对目前市场疯牛的走势有所担

忧，这些负面因素或引发量变转

为质变，最终形成合力推动市场

调整。 此外，市盈率高企的创业

板和中小板个股可能提前大盘

见顶回落， 赚钱效应随之削弱，

进而令部分资金抽离市场，产生

连锁反应。建议投资者时刻警惕

可能不期而至的风险。

■

一周多空分析

未 来 两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未 来 两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

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

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西南证券研发中心

452只定增股平均涨幅超八成

□本报记者 张怡

定增从来都是资本市场中

的热门主题。 据Wind资讯统计，

2015年以来共有452家上市公司

启动亦或是实施增发股份，增发

积极性较此前有明显的提升；这

些增发股平均市值仅80亿元，但

年初以来的平均涨幅均超过了

八成，多股涨幅翻倍。 总体来看，

行情向好引发了上市公司的募

资冲动，而资金涌入促使定增股

大涨，这种趋势仍将延续。

行情向好 上市公司增发热

据统计，2015年以来共有

452家上市公司启动亦或是实施

增发股份，此前有媒体统计2014

年全年发布定增预案的公司近

600多家。 而从具体增发预案的

发布时间点来看， 有168家发布

于今年3月之后。

从行情上来看，创业板指自

2013年初逐步上扬，但主板指数

仅在2014年中才开始上涨，其

中，今年3月9日以来上证综指上

涨了超过千点。 由此可见，不少

上市公司趁市场行情向好、资金

热情充沛之时， 进行增发募资。

实际上，这一趋势从去年下半年

就已经开始。

从实施进度上分，161家公

司此前启动了增发而且在今年

实施 ， 合计募资金额达到了

1867.75亿元；此外，有5家公司

的增发已经获得了发审委的通

过，4家公司的定增获得了国资

委的批准， 有139家公司的定增

预案获得了股东大会的通过，

140家公司仍处于定增预案发布

的阶段。

从行业分布上来看， 这452

家公司中医药生物、化工、电子、

房地产、电气设备和计算机行业

个股数目均达到或超过了30家；

机械设备行业有26家； 此外，传

媒、轻工制造、通信、公用事业和

汽车行业个股也均超过了15家。

总体来看，小市值公司定增

募资的冲动更强。 从自由流通市

值来看，这些公司的平均自由流

通市值仅为80.98亿元。 从市场

板块分布来看， 其中有137家公

司属于沪市主板市场，93家公司

属于创业板，138家公司属于中

小板，84家公司属于深市主板市

场。 总体来看，“中小创”公司家

数居多。

资金涌入 增发股涨势旺盛

从个股市场表现来看，这

452家公司平均在今年以来实

现了80.94%的涨幅， 而3月9日

以来的平均涨幅就超过了47%。

其中， 龙生股份的涨幅达到了

527.64%， 实际上自3月26日复

牌以后， 公司股价连续实现19

个涨停板，上周最后两个交易日

才显出高位横盘格局，股价也从

7.09元涨到了47.60元。 同时，大

智慧、华鹏飞、江苏三友的涨幅

也均超过了3.3倍，中科金财、京

天利、 联络互动和迪安诊断等

18只个股的涨幅也均超过了2

倍以上。

从定增的目的来看，大部分

公司均是为了补充流动资金，此

外，传统行业涉新转型是增发的

主要趋势，新兴产业公司扩张收

购也有重要动力。 值得关注的

是，不少传统个股受到追捧系重

大转型所致。 江苏三友这个纺织

服装行业公司被美年大健康借

壳， 从而迎来股价的连续飙涨，

复牌以来涨幅达到了336%以

上；蓝鼎控股也从纺织服装业转

型变为互联网服务公司。

此外还有不少公司借募资

便利的牛市而加码主业。 例如，

中南建设、阳光城、长安汽车等

传统行业大公司拟募资支持原

有项目亦或是产能的建设扩张，

华域汽车则拟收购大股东优质

资产，东诚药业拟通过定增募资

进军核医学这个新兴领域。 新兴

公司诸如中科曙光，刚公告拟增

发股份加快公司在环境污染监

测预报等各方面的研发，从而使

得公司高性能计算机、存储产品

在环保等细分领域得以延伸。

在巨大的财富效应下，资金

积极涌入，上市公司增发动力也

增强。 分析人士指出，在股价提

升的预期下公司能够募到更多

的资金， 而且在股价上涨预期

下， 更容易吸引到优质投资者，

对公司形成助益。 此前国泰君安

证券统计指出，4月3日至17日新

增增发预案数为65例，创历史新

高，其中不少个股的发行底价折

价率均超过了60%，定增吸引力

较强，且当期没有破发行底价的

公司。 同时，在牛市中，涉新转型

也往往成为资金炒作的题材。

增发股市场板块分布

多空博弈加剧 阶段调整概率增加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2家看多，4家看平，

4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49.0%，较前一周小幅回升2.1个

百分点，但连续第二周位于50平

衡线下方，表明机构对于市场短

期走势依旧谨慎。 与上周相比，

共有3家机构改变了对大盘短期

走势的看法：（1）多→空，信达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翻空，对中

线持看多不变。 （2）空→多，太

平洋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空翻多。

（3）空→平，申万宏源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空转为看平，对中线

持看多不变。

本周新时代证券继续坚定

看多， 表示猛牛行情还将持续。

其分析称新兴产业盈利持续向

好，表明经济结构调整收到一定

成效，不过一季度不佳的经济数

据或延至二季度，因此二季度降

息概率较大。短期看大盘将在高

位上震荡消化经济数据不佳和

IPO加码等利空， 但只要成交量

保持较高水平， 调整空间就不

大，总体上延续强势震荡向上趋

势，操作上逢低积极介入新兴产

业和转型类个股。

同样看多本周的太平洋证

券认为大盘上行趋势没有改变，

只是节奏或有所放缓。该机构指

出IPO的提速再次表达了监管层

“慢牛” 的愿望，预计周末再出

利空的概率较小，因此本周市场

将延续上涨趋势，节奏转为震荡

上行，注意规避波动。

看平本周趋势的券商强调

短期行情不确定性增加。光大证

券认为虽然A股市场中期依然

有望进一步攀升，但短期经济和

企业盈利数据偏弱影响了市场

上涨节奏， 新股IPO提速加大了

市场供给， 因此调整压力增加。

大同证券认为上周形成的高点

不是本轮行情最高点，但结构性

风险存在，创业板许多个股已有

上涨乏力迹象，因此在小长假来

临、新股发行提速及专网行动的

背景下，多空博弈或加剧，本周

大盘横盘震荡的概率较高，建议

逢调整参与低估值蓝筹，逢高减

仓中小市值个股。

申万宏源证券分析称新股加大

供给是管理层向市场传递希望

慢牛的信号， 值得投资者重视。

目前市场短线操作难度有所增

加，投资者虽然对中长期牛市具

有共识，但短期犹豫摇摆情绪升

温，因此大盘短线行情不确定性

增强， 不排除在4500点展开震

荡。民生证券指出短期注意仓位

控制，或可高抛低吸，关注个股

补涨机会。

看空本周趋势的银泰证券

强调随着新股供给增加，对市场

影响由量变到质变的时间点在

逐步临近。沪指4400点上方料是

高风险区域， 应保持谨慎心理，

阶段性调整的可能性在增大。西

南证券分析指出本周为节前最

后一周，假日效应或造成交投清

淡，并引发套现压力。 后期将公

布的官方PMI或形成负面影响，

预计本周大盘略作调整后将因

资金备战一级市场出现下跌。

同样看空的东吴证券认为

近期监管层频频出手反映出其

对目前市场疯牛的走势有所担

忧，这些负面因素或引发量变转

为质变，最终形成合力推动市场

调整。 此外，市盈率高企的创业

板和中小板个股可能提前大盘

见顶回落， 赚钱效应随之削弱，

进而令部分资金抽离市场，产生

连锁反应。建议投资者时刻警惕

可能不期而至的风险。

452只定增股平均涨幅超八成

□本报记者 张怡

定增从来都是资本市场中

的热门主题。 据Wind资讯统计，

2015年以来共有452家上市公司

启动亦或是实施增发股份，增发

积极性较此前有明显的提升；这

些增发股平均市值仅80亿元，但

年初以来的平均涨幅均超过了

八成，多股涨幅翻倍。 总体来看，

行情向好引发了上市公司的募

资冲动，而资金涌入促使定增股

大涨，这种趋势仍将延续。

行情向好 上市公司增发热

据统计，2015年以来共有

452家上市公司启动亦或是实施

增发股份，此前有媒体统计2014

年全年发布定增预案的公司近

600多家。 而从具体增发预案的

发布时间点来看， 有168家发布

于今年3月之后。

从行情上来看，创业板指自

2013年初逐步上扬，但主板指数

仅在2014年中才开始上涨，其

中，今年3月9日以来上证综指上

涨了超过千点。 由此可见，不少

上市公司趁市场行情向好、资金

热情充沛之时， 进行增发募资。

实际上，这一趋势从去年下半年

就已经开始。

从实施进度上分，161家公

司此前启动了增发而且在今年

实施 ， 合计募资金额达到了

1867.75亿元；此外，有5家公司

的增发已经获得了发审委的通

过，4家公司的定增获得了国资

委的批准， 有139家公司的定增

预案获得了股东大会的通过，

140家公司仍处于定增预案发布

的阶段。

从行业分布上来看， 这452

家公司中医药生物、化工、电子、

房地产、电气设备和计算机行业

个股数目均达到或超过了30家；

机械设备行业有26家； 此外，传

媒、轻工制造、通信、公用事业和

汽车行业个股也均超过了15家。

总体来看，小市值公司定增

募资的冲动更强。 从自由流通市

值来看，这些公司的平均自由流

通市值仅为80.98亿元。 从市场

板块分布来看， 其中有137家公

司属于沪市主板市场，93家公司

属于创业板，138家公司属于中

小板，84家公司属于深市主板市

场。 总体来看，“中小创”公司家

数居多。

资金涌入 增发股涨势旺盛

从个股市场表现来看，这

452家公司平均在今年以来实

现了80.94%的涨幅， 而3月9日

以来的平均涨幅就超过了47%。

其中， 龙生股份的涨幅达到了

527.64%， 实际上自3月26日复

牌以后， 公司股价连续实现19

个涨停板，上周最后两个交易日

才显出高位横盘格局，股价也从

7.09元涨到了47.60元。 同时，大

智慧、华鹏飞、江苏三友的涨幅

也均超过了3.3倍，中科金财、京

天利、 联络互动和迪安诊断等

18只个股的涨幅也均超过了2

倍以上。

从定增的目的来看，大部分

公司均是为了补充流动资金，此

外，传统行业涉新转型是增发的

主要趋势，新兴产业公司扩张收

购也有重要动力。 值得关注的

是，不少传统个股受到追捧系重

大转型所致。 江苏三友这个纺织

服装行业公司被美年大健康借

壳， 从而迎来股价的连续飙涨，

复牌以来涨幅达到了336%以

上；蓝鼎控股也从纺织服装业转

型变为互联网服务公司。

此外还有不少公司借募资

便利的牛市而加码主业。 例如，

中南建设、阳光城、长安汽车等

传统行业大公司拟募资支持原

有项目亦或是产能的建设扩张，

华域汽车则拟收购大股东优质

资产，东诚药业拟通过定增募资

进军核医学这个新兴领域。 新兴

公司诸如中科曙光，刚公告拟增

发股份加快公司在环境污染监

测预报等各方面的研发，从而使

得公司高性能计算机、存储产品

在环保等细分领域得以延伸。

在巨大的财富效应下，资金

积极涌入，上市公司增发动力也

增强。 分析人士指出，在股价提

升的预期下公司能够募到更多

的资金， 而且在股价上涨预期

下， 更容易吸引到优质投资者，

对公司形成助益。 此前国泰君安

证券统计指出，4月3日至17日新

增增发预案数为65例，创历史新

高，其中不少个股的发行底价折

价率均超过了60%，定增吸引力

较强，且当期没有破发行底价的

公司。 同时，在牛市中，涉新转型

也往往成为资金炒作的题材。

增发股涨幅榜

多空博弈加剧 阶段调整概率增加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2家看多，4家看平，

4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49.0%，较前一周小幅回升2.1个

百分点，但连续第二周位于50平

衡线下方，表明机构对于市场短

期走势依旧谨慎。 与上周相比，

共有3家机构改变了对大盘短期

走势的看法：（1）多→空，信达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翻空，对中

线持看多不变。 （2）空→多，太

平洋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空翻多。

（3）空→平，申万宏源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空转为看平，对中线

持看多不变。

本周新时代证券继续坚定

看多， 表示猛牛行情还将持续。

其分析称新兴产业盈利持续向

好，表明经济结构调整收到一定

成效，不过一季度不佳的经济数

据或延至二季度，因此二季度降

息概率较大。短期看大盘将在高

位上震荡消化经济数据不佳和

IPO加码等利空， 但只要成交量

保持较高水平， 调整空间就不

大，总体上延续强势震荡向上趋

势，操作上逢低积极介入新兴产

业和转型类个股。

同样看多本周的太平洋证

券认为大盘上行趋势没有改变，

只是节奏或有所放缓。该机构指

出IPO的提速再次表达了监管层

“慢牛” 的愿望，预计周末再出

利空的概率较小，因此本周市场

将延续上涨趋势，节奏转为震荡

上行，注意规避波动。

看平本周趋势的券商强调

短期行情不确定性增加。光大证

券认为虽然A股市场中期依然

有望进一步攀升，但短期经济和

企业盈利数据偏弱影响了市场

上涨节奏， 新股IPO提速加大了

市场供给， 因此调整压力增加。

大同证券认为上周形成的高点

不是本轮行情最高点，但结构性

风险存在，创业板许多个股已有

上涨乏力迹象，因此在小长假来

临、新股发行提速及专网行动的

背景下，多空博弈或加剧，本周

大盘横盘震荡的概率较高，建议

逢调整参与低估值蓝筹，逢高减

仓中小市值个股。

申万宏源证券分析称新股加大

供给是管理层向市场传递希望

慢牛的信号， 值得投资者重视。

目前市场短线操作难度有所增

加，投资者虽然对中长期牛市具

有共识，但短期犹豫摇摆情绪升

温，因此大盘短线行情不确定性

增强， 不排除在4500点展开震

荡。民生证券指出短期注意仓位

控制，或可高抛低吸，关注个股

补涨机会。

看空本周趋势的银泰证券

强调随着新股供给增加，对市场

影响由量变到质变的时间点在

逐步临近。沪指4400点上方料是

高风险区域， 应保持谨慎心理，

阶段性调整的可能性在增大。西

南证券分析指出本周为节前最

后一周，假日效应或造成交投清

淡，并引发套现压力。 后期将公

布的官方PMI或形成负面影响，

预计本周大盘略作调整后将因

资金备战一级市场出现下跌。

同样看空的东吴证券认为

近期监管层频频出手反映出其

对目前市场疯牛的走势有所担

忧，这些负面因素或引发量变转

为质变，最终形成合力推动市场

调整。 此外，市盈率高企的创业

板和中小板个股可能提前大盘

见顶回落， 赚钱效应随之削弱，

进而令部分资金抽离市场，产生

连锁反应。建议投资者时刻警惕

可能不期而至的风险。

452只定增股平均涨幅超八成

□本报记者 张怡

定增从来都是资本市场中

的热门主题。 据Wind资讯统计，

2015年以来共有452家上市公司

启动亦或是实施增发股份，增发

积极性较此前有明显的提升；这

些增发股平均市值仅80亿元，但

年初以来的平均涨幅均超过了

八成，多股涨幅翻倍。 总体来看，

行情向好引发了上市公司的募

资冲动，而资金涌入促使定增股

大涨，这种趋势仍将延续。

行情向好 上市公司增发热

据统计，2015年以来共有

452家上市公司启动亦或是实施

增发股份，此前有媒体统计2014

年全年发布定增预案的公司近

600多家。 而从具体增发预案的

发布时间点来看， 有168家发布

于今年3月之后。

从行情上来看，创业板指自

2013年初逐步上扬，但主板指数

仅在2014年中才开始上涨，其

中，今年3月9日以来上证综指上

涨了超过千点。 由此可见，不少

上市公司趁市场行情向好、资金

热情充沛之时， 进行增发募资。

实际上，这一趋势从去年下半年

就已经开始。

从实施进度上分，161家公

司此前启动了增发而且在今年

实施 ， 合计募资金额达到了

1867.75亿元；此外，有5家公司

的增发已经获得了发审委的通

过，4家公司的定增获得了国资

委的批准， 有139家公司的定增

预案获得了股东大会的通过，

140家公司仍处于定增预案发布

的阶段。

从行业分布上来看， 这452

家公司中医药生物、化工、电子、

房地产、电气设备和计算机行业

个股数目均达到或超过了30家；

机械设备行业有26家； 此外，传

媒、轻工制造、通信、公用事业和

汽车行业个股也均超过了15家。

总体来看，小市值公司定增

募资的冲动更强。 从自由流通市

值来看，这些公司的平均自由流

通市值仅为80.98亿元。 从市场

板块分布来看， 其中有137家公

司属于沪市主板市场，93家公司

属于创业板，138家公司属于中

小板，84家公司属于深市主板市

场。 总体来看，“中小创”公司家

数居多。

资金涌入 增发股涨势旺盛

从个股市场表现来看，这

452家公司平均在今年以来实

现了80.94%的涨幅， 而3月9日

以来的平均涨幅就超过了47%。

其中， 龙生股份的涨幅达到了

527.64%， 实际上自3月26日复

牌以后， 公司股价连续实现19

个涨停板，上周最后两个交易日

才显出高位横盘格局，股价也从

7.09元涨到了47.60元。 同时，大

智慧、华鹏飞、江苏三友的涨幅

也均超过了3.3倍，中科金财、京

天利、 联络互动和迪安诊断等

18只个股的涨幅也均超过了2

倍以上。

从定增的目的来看，大部分

公司均是为了补充流动资金，此

外，传统行业涉新转型是增发的

主要趋势，新兴产业公司扩张收

购也有重要动力。 值得关注的

是，不少传统个股受到追捧系重

大转型所致。 江苏三友这个纺织

服装行业公司被美年大健康借

壳， 从而迎来股价的连续飙涨，

复牌以来涨幅达到了336%以

上；蓝鼎控股也从纺织服装业转

型变为互联网服务公司。

此外还有不少公司借募资

便利的牛市而加码主业。 例如，

中南建设、阳光城、长安汽车等

传统行业大公司拟募资支持原

有项目亦或是产能的建设扩张，

华域汽车则拟收购大股东优质

资产，东诚药业拟通过定增募资

进军核医学这个新兴领域。 新兴

公司诸如中科曙光，刚公告拟增

发股份加快公司在环境污染监

测预报等各方面的研发，从而使

得公司高性能计算机、存储产品

在环保等细分领域得以延伸。

在巨大的财富效应下，资金

积极涌入，上市公司增发动力也

增强。 分析人士指出，在股价提

升的预期下公司能够募到更多

的资金， 而且在股价上涨预期

下， 更容易吸引到优质投资者，

对公司形成助益。 此前国泰君安

证券统计指出，4月3日至17日新

增增发预案数为65例，创历史新

高，其中不少个股的发行底价折

价率均超过了60%，定增吸引力

较强，且当期没有破发行底价的

公司。 同时，在牛市中，涉新转型

也往往成为资金炒作的题材。

增发股行业分布

多空博弈加剧 阶段调整概率增加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2家看多，4家看平，

4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49.0%，较前一周小幅回升2.1个

百分点，但连续第二周位于50平

衡线下方，表明机构对于市场短

期走势依旧谨慎。 与上周相比，

共有3家机构改变了对大盘短期

走势的看法：（1）多→空，信达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翻空，对中

线持看多不变。 （2）空→多，太

平洋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空翻多。

（3）空→平，申万宏源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空转为看平，对中线

持看多不变。

本周新时代证券继续坚定

看多， 表示猛牛行情还将持续。

其分析称新兴产业盈利持续向

好，表明经济结构调整收到一定

成效，不过一季度不佳的经济数

据或延至二季度，因此二季度降

息概率较大。短期看大盘将在高

位上震荡消化经济数据不佳和

IPO加码等利空， 但只要成交量

保持较高水平， 调整空间就不

大，总体上延续强势震荡向上趋

势，操作上逢低积极介入新兴产

业和转型类个股。

同样看多本周的太平洋证

券认为大盘上行趋势没有改变，

只是节奏或有所放缓。该机构指

出IPO的提速再次表达了监管层

“慢牛” 的愿望，预计周末再出

利空的概率较小，因此本周市场

将延续上涨趋势，节奏转为震荡

上行，注意规避波动。

看平本周趋势的券商强调

短期行情不确定性增加。光大证

券认为虽然A股市场中期依然

有望进一步攀升，但短期经济和

企业盈利数据偏弱影响了市场

上涨节奏， 新股IPO提速加大了

市场供给， 因此调整压力增加。

大同证券认为上周形成的高点

不是本轮行情最高点，但结构性

风险存在，创业板许多个股已有

上涨乏力迹象，因此在小长假来

临、新股发行提速及专网行动的

背景下，多空博弈或加剧，本周

大盘横盘震荡的概率较高，建议

逢调整参与低估值蓝筹，逢高减

仓中小市值个股。

申万宏源证券分析称新股加大

供给是管理层向市场传递希望

慢牛的信号， 值得投资者重视。

目前市场短线操作难度有所增

加，投资者虽然对中长期牛市具

有共识，但短期犹豫摇摆情绪升

温，因此大盘短线行情不确定性

增强， 不排除在4500点展开震

荡。民生证券指出短期注意仓位

控制，或可高抛低吸，关注个股

补涨机会。

看空本周趋势的银泰证券

强调随着新股供给增加，对市场

影响由量变到质变的时间点在

逐步临近。沪指4400点上方料是

高风险区域， 应保持谨慎心理，

阶段性调整的可能性在增大。西

南证券分析指出本周为节前最

后一周，假日效应或造成交投清

淡，并引发套现压力。 后期将公

布的官方PMI或形成负面影响，

预计本周大盘略作调整后将因

资金备战一级市场出现下跌。

同样看空的东吴证券认为

近期监管层频频出手反映出其

对目前市场疯牛的走势有所担

忧，这些负面因素或引发量变转

为质变，最终形成合力推动市场

调整。 此外，市盈率高企的创业

板和中小板个股可能提前大盘

见顶回落， 赚钱效应随之削弱，

进而令部分资金抽离市场，产生

连锁反应。建议投资者时刻警惕

可能不期而至的风险。

452只定增股平均涨幅超八成

□本报记者 张怡

定增从来都是资本市场中

的热门主题。 据Wind资讯统计，

2015年以来共有452家上市公司

启动亦或是实施增发股份，增发

积极性较此前有明显的提升；这

些增发股平均市值仅80亿元，但

年初以来的平均涨幅均超过了

八成，多股涨幅翻倍。 总体来看，

行情向好引发了上市公司的募

资冲动，而资金涌入促使定增股

大涨，这种趋势仍将延续。

行情向好 上市公司增发热

据统计，2015年以来共有

452家上市公司启动亦或是实施

增发股份，此前有媒体统计2014

年全年发布定增预案的公司近

600多家。 而从具体增发预案的

发布时间点来看， 有168家发布

于今年3月之后。

从行情上来看，创业板指自

2013年初逐步上扬，但主板指数

仅在2014年中才开始上涨，其

中，今年3月9日以来上证综指上

涨了超过千点。 由此可见，不少

上市公司趁市场行情向好、资金

热情充沛之时， 进行增发募资。

实际上，这一趋势从去年下半年

就已经开始。

从实施进度上分，161家公

司此前启动了增发而且在今年

实施 ， 合计募资金额达到了

1867.75亿元；此外，有5家公司

的增发已经获得了发审委的通

过，4家公司的定增获得了国资

委的批准， 有139家公司的定增

预案获得了股东大会的通过，

140家公司仍处于定增预案发布

的阶段。

从行业分布上来看， 这452

家公司中医药生物、化工、电子、

房地产、电气设备和计算机行业

个股数目均达到或超过了30家；

机械设备行业有26家； 此外，传

媒、轻工制造、通信、公用事业和

汽车行业个股也均超过了15家。

总体来看，小市值公司定增

募资的冲动更强。 从自由流通市

值来看，这些公司的平均自由流

通市值仅为80.98亿元。 从市场

板块分布来看， 其中有137家公

司属于沪市主板市场，93家公司

属于创业板，138家公司属于中

小板，84家公司属于深市主板市

场。 总体来看，“中小创”公司家

数居多。

资金涌入 增发股涨势旺盛

从个股市场表现来看，这

452家公司平均在今年以来实

现了80.94%的涨幅， 而3月9日

以来的平均涨幅就超过了47%。

其中， 龙生股份的涨幅达到了

527.64%， 实际上自3月26日复

牌以后， 公司股价连续实现19

个涨停板，上周最后两个交易日

才显出高位横盘格局，股价也从

7.09元涨到了47.60元。 同时，大

智慧、华鹏飞、江苏三友的涨幅

也均超过了3.3倍，中科金财、京

天利、 联络互动和迪安诊断等

18只个股的涨幅也均超过了2

倍以上。

从定增的目的来看，大部分

公司均是为了补充流动资金，此

外，传统行业涉新转型是增发的

主要趋势，新兴产业公司扩张收

购也有重要动力。 值得关注的

是，不少传统个股受到追捧系重

大转型所致。 江苏三友这个纺织

服装行业公司被美年大健康借

壳， 从而迎来股价的连续飙涨，

复牌以来涨幅达到了336%以

上；蓝鼎控股也从纺织服装业转

型变为互联网服务公司。

此外还有不少公司借募资

便利的牛市而加码主业。 例如，

中南建设、阳光城、长安汽车等

传统行业大公司拟募资支持原

有项目亦或是产能的建设扩张，

华域汽车则拟收购大股东优质

资产，东诚药业拟通过定增募资

进军核医学这个新兴领域。 新兴

公司诸如中科曙光，刚公告拟增

发股份加快公司在环境污染监

测预报等各方面的研发，从而使

得公司高性能计算机、存储产品

在环保等细分领域得以延伸。

在巨大的财富效应下，资金

积极涌入，上市公司增发动力也

增强。 分析人士指出，在股价提

升的预期下公司能够募到更多

的资金， 而且在股价上涨预期

下， 更容易吸引到优质投资者，

对公司形成助益。 此前国泰君安

证券统计指出，4月3日至17日新

增增发预案数为65例，创历史新

高，其中不少个股的发行底价折

价率均超过了60%，定增吸引力

较强，且当期没有破发行底价的

公司。 同时，在牛市中，涉新转型

也往往成为资金炒作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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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周涨幅 创业板指上涨

10.99%

经历了此前的调整后，上周

资金对于成长股的炒作热情显

著升温， 创业板再成市场主角。

创业板指数上周大涨10.99%，创

出上市以来最大单周涨幅。

上周创业板卷土重来，再掀

成长热潮。 创业板指数在周一调

整后，周二大涨5.82%，创下历史

第三大单日涨幅， 收复2500点；

之后的三个交易日，创业板指数

持续刷新历史新高， 先后突破

2600点、2700点整数关口。 截至

上 周 五 ， 创 业 板 指 数 收 报

2734.75点。

今年以来，创业板指数高歌

猛进，不断演绎“震荡-新高” 的

好戏，估值泡沫也不断膨胀。 随

着多空分歧的加大，创业板指数

于4月13日开始震荡回调。 而就

在技术面头部特征初现之际，创

业板指数上周报复性反弹，并再

度持续演绎新高神话。 品种方

面，传媒、网络安全、充电装等热

门概念强势回归，成长股再成市

场风口。

由于本轮牛市打上了鲜明

的改革印记，因此，结构转型和

产业升级给予了新兴产业股足

够的估值溢价，创业板中长期来

看都将担当市场主角。 尽管短期

受高估值、 热点切换等因素影

响，回调在所难免，但整体上行

趋势延续。 其中，互联网+、新能

源汽车、生物技术等热门主题将

持续起舞。 另外，相较权重股的

大体量，创业板个股拥有高弹性

和易炒作的优势，更能吸引资金

持续追捧。

当然， 从高位走向更高的过

程中， 阶段震荡和个股分化也将

进一步加剧。 基本面过硬的优质

品种后劲更足，有望升级为“新

蓝筹” ，而业绩不佳、成长逻辑模

糊的品种将逐步退出领涨舞台。

随着一季报业绩大幕的开启，业

绩将成为个股成色的试金石，业

绩向好、 成长确定的个股方能强

者恒强。 操作上，“拥抱泡沫” 的

同时也需防范结构性风险， 对于

前期涨幅过大且透支业绩和题材

的品种不宜盲目追高。（李波）

并购热浪来袭 传媒板块大涨

15.42%

申万传媒指数本周累计上

涨15.42%，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

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2014年以

来， 传媒行业的并购持续火爆，

近期阿里影业的收购方案再度

提升投资者的预期，短期传媒股

料将保持强势。

4月21日晚间消息，阿里巴巴

影业集团宣布以8.3亿人民币全资

收购粤科软件。该公司是一家为电

影行业提供在线解决方案的企业。

据了解，粤科软件此前于南方联合

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售100%股

权，挂牌价格为1.8亿元。 阿里巴巴

以8.3亿人民币现金成功竞价。

2014年传媒行业并购持续

火热共发生并购80件，占A股上

市公司并购件数比例约为3.5%；

合计金额1091.8亿元， 占A股上

市公司并购金额比例约为6.3%；

超过10亿金额的并购有18件。许

多传统行业上市公司通过并购

传媒类标的， 改善现有业务状

况，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业内人士指出， 在传媒众多

细分行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以

产业链横向整合、纵向整合为目的

的行业整合类并购兴起，整合并购

包括了影视动漫、广告营销、新媒

体 、 出版、 移动互联网等众多领

域。 可以预见，未来将有更多的企

业利用并购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完

善产业链布局，提升估值。 本次阿

里影业的并购再次引发市场对于

传媒股的并购期待，传媒股短期料

将保持强势。（徐伟平）

强化“网络主权” 网络安全指数大涨

15.56%

尽管上周一开局不利， 单日

大幅回落2.17个百分点，但网络安

全指数后来居上， 之后四个交易

日连续阳线报收， 周五时更加速

崛起， 以5.07%全天涨幅在112个

WIND概念板块中拔得头筹。 至

此， 网络安全指数上周累计上涨

15.56%， 区间涨幅排名蹿升至榜

单第一。 从逻辑上看，网络信息安

全再度受到高层关注， 部分地区

社保系统爆出高危漏洞， 这成为

推动网络安全指数走强的关键。

消息面上，4月20日提请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进行二次审议的国家安全法草案，

在明确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的同

时，增加了一些重要领域的安全任

务，包括“建设国家网络与信息安

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

保护能力” 、“维护国家网络空间

主权”的规定。此外，据媒体4月22

日报道，重庆、上海、山西、贵州、河

南等省份卫生和社保系统出现大

量高危漏洞，数千万用户的社保信

息可能因此被泄露。

事实上，近年来网络安全事

件频发，这为我国信息安全建设

敲响了警钟，在政策发力和事件

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上周网络安

全大热， 吸引场内资金强烈关

注。 以上周五为例，在大盘单日

震荡近百点的背景下，网络安全

板块“顽强” 实现140.07亿元成

交额，环比增加近50亿元。

展望后市， 作为北京市2015

年“4·29首都网络安全日”重要环

节，网络与信息安全博览会将于下

周举办，信息安全行业有望继续受

到关注。 建议投资者保持跟踪，把

握政策提速加码给相关上市公司

带来的“红利”机遇。（叶涛）

逆市调整 一周银行独跌

4.99%

尽管上周A股巨震连连，行

业热点切换迅速，但一周整体来

看，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银行却

是唯一一个下跌的板块，且一周

累计跌幅达到4.99%。 结合市场

环境与行业利好综合来看，一周

来银行指数逆市调整着实令市

场感到“意外” 。 一方面，4月20

日央行宣布降准1%，对以银行、

券商为代表的资金敏感行业带

来显著提振；另一方面，从已经

披露年报的12家上市银行数据

看，2014年实现净利润1.17万亿

元，同比增长7.22%，增幅依然较

为可观。

个股来看，16只申万银行板

块成分股， 一周来悉数出现下

跌，其中光大银行、建设银行、兴

业银行、 交通银行跌幅最大，区

间 分 别 达 到 7.13% 、6.68% 、

5.93%和5.81%；农业银行、南京

银行、 招商银行跌幅相对较小，

但也分别达到2.73%、3.09%和

3.38%。需要指出的是，同期市场

主要指数一周皆为上涨，其中沪

综指5日涨幅为2.48%，创业板指

则达到10.99%。

尤其上周后两个交易日，

随着申万银行板块连续阴跌，

板块成交额也进一步收缩，与

降准带来的增量资金入场加速

恰恰背道而驰。 而且估值水平

方面，当前银行板块PE仅有7.6

倍，PB仅有1.31倍，在行业板块

中排位垫底。

分析人士表示， 考虑到年初

以来总体向上走势， 当下银行板

块持续回调只能以利好兑现，短

期整固来理解。事实上，去年年底

以来， 伴随中国经济增速缓慢回

落，市场上对于政策放宽流动性，

托底中国经济的预期就不断走

高， 特别是一季度PMI指数跌至

枯荣线以下，更加深了资金预期，

降准降息利好对银行板块提振已

经提前兑现， 因此当降准靴子落

地，银行股即以调整应对。展望后

市， 只要银行资产质量不出现超

预期恶化， 预计此番下跌将放大

银行股投资价值， 刺激银行板块

未来走出反弹行情。（叶涛）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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