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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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个股4月涨幅排行榜

边打边撤VS牛市第二波

券商激辩4500点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股指先扬后抑， 强势攻上4500点关

口后， 震荡回落， 开启了对4500点的平台整

固。从目前来看，牛市格局虽然已经获得认可，

但在牛途中是否会出现大的调整和波动尚未

可知。 部分券商表示，波动加大后要重视安全

边际，边打边撤方为上策。 另一部分券商则表

示，牛市第二波来临，周期类大盘股票值得重

点关注。

看空：波动料加大 边打边撤

股指开启4500点的平台震荡后， 不少券

商对于短期的市场走势表达了谨慎的观点。东

方证券指出，长期看多观点不变，但短期毕竟

监管层的态度发生变化。 券商的两融逼近上

限，监管趋严加之五月份港股可能带来的负面

影响，5月份市场很可能发生调整， 边打边撤

是好的选择。

一方面， 目前券商的净资本大概在6000

亿，根据证监会的要求，券商净资本与各项风

险资本准备之和的比例不得低于100%，因此

券商的风险资本金最大值应该为6000亿。 在

券商的各类业务中，两融部门按照35%的比例

进行分担的话，两融部门的风险资本准备金约

2100亿元。 证券公司经营融资融券业务按照

规模的10%计算风险资本准备，因此理论上融

资融券规模的上限在2.1万亿。 要提高这个上

限除非券商在业务安排上提高两融部门的风

险资本分担比例，而券商现在的业务中除了两

融外，还有自营、资管、经纪业务和投资银行

等，进一步提高两融部门的风险资本比例可能

性不大。如果券商不选择增发或发短融补充资

本金，两融则将逼近2.1万亿上限。

另一方面，目前，新股上市节奏加快，而当

融资规模逼近上限，券商要进一步增加融资规

模可选择与银行合作，通过银行的授信，不走

券商资产负债表提高融资规模。但只要政府加

紧管制，未来的融资规模必然放缓。另外，深港

通的预期加上港股的确是一个价值洼地，也可

能导致国内资金分流至港股。我们认为管理层

态度的变化需要重视。

在品种的选择上，东方证券指出，这个时

候需要淡化主板和创业板的界限，而且主题投

资非常活跃。 在风格上，主板和创业板的风格

不太可能切换， 大小票在趋势上将齐涨齐跌。

不过，相对而言，一些高估值的小票风险较大，

甚至流动性较低。当前过于追逐创业板等小票

的配置很可能会导致风险过大。

方正证券指出，新股IPO提速，新一轮监

管执法启动，市场波动加剧。 市场在强烈的政

策预期下继续表现亢奋，上周上证指数与创业

板指再创新高，对于高涨的市场热情证监会监

管同样加强。 具体表现为IPO加速，4月新股

IPO核发数量达55家，并将启动新一轮监管执

法行动，将加强对并购重组、市值管理、新三

板、内幕交易等方面的监管。目前，投资机会仍

然存在，但波动加大重视安全边际。

看多：莫等深调 牛市第二波

与方正证券和东方证券对于5月的谨慎

观点不同，广发证券表示，二季度都属于风险

相对较低的阶段，因此我们在二季度继续对市

场保持乐观。 今年下半年密切关注风险因素，

届时可能引发大盘股的向下拐点，但又可能推

升小盘股进入真正的“泡沫化” 阶段。 目前来

看，二季度宏观经济仍然比较疲弱，再加上通

胀压力还很低，因此一定还有进一步的货币宽

松空间；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地产市场还未进

入全面复苏阶段，也暂时不会大量分流股市的

资金。因此我们认为二季度A股市场还有进一

步的估值向上空间。行业配置上二季度推荐银

行、化工、煤炭、有色等大盘股。

中信建投证券指出，改革深化、货币宽松

与稳增长政策不断释放是支撑牛市的三大逻

辑。 宽松政策后，流动性系统性拐点的共识主

导了金融股牛市的第一轮，从宽松到企稳的路

径， 以及改革的不断深化是快牛到慢牛的逻

辑。 历史比较下，里根时期短周期下行期的估

值修复牛市展示了从金融股向资源股切换的

历史图谱。 近期稳增长政策不断推出，包括地

产新政、降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对接区域

经济规划等等，二季度宏观经济将在政策护航

下经济企稳回升。欧洲短周期景气度将在二三

季度延续，美国在一季度的短暂回落后，接下

来将有望重新上行，届时美欧中短周期有望共

振上行，美元指数冲击下降，拥抱资源逻辑进

入高峰期。

■ 评级简报

华发股份（600325）

深耕珠三角 发力上海滩

中信建投证券指出， 华发股份发布2015年1

季报，实现营业收入8.1亿，同比增长54.75%；实现

营业利润1.15亿，同比增长2490%。公司一季度业

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利润率的回升以及投

资收益的贡献。 销售层面，公司一季度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现金15.8亿，同比明显回升，今年公

司横琴首府预计将于下半年推出， 可售货值

60-70亿，将是公司今年销售重要贡献来源，在叠

加去年珠海限购解除的大背景下， 公司全年去化

将得到保障，维持全年100亿销售目标判断。

中信建投证券表示，2015年1季度公司新增2

个项目，共新增建筑面积22万平米，对应地价72.4

亿元，公司在上海的拿地力度再创新高，体现公司

积极进军上海市场的决心，在管理层换届以后，布

局思路更为明确，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强在北京、深

圳等一线城市以及主流二线城市的布局力度，发

展空间值得期待。中信建投证券给予公司“增持”

评级。

中国西电(601179)

特高压优势显著

申万宏源证券指出， 受益于本期国家重大项

目交付，公司一季度利润实现了高增长。公司一季

度产品毛利率为25.15%，较去年全年24.13%的毛

利率略有提高，较去年一季度同比增长3.44%。 受

益于管理改善及产品结构调整， 公司盈利能力持

续提升。 公司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关

于西电常变“特高压变压器及电抗器技改项目”

的议案。 此次项目总投资额为51130万元，项目期

1.5年， 资金来源15903万元通过西电财司以融资

租赁方式解决，其余部分通过公司委托贷款解决。

项目实施后， 可实现年产500-1000kV交流电力

变压器、±400-±1100kV� 直流换流变压器和

500-1000kV 并 联 电 抗 器 1,330 万 kVA

（kVar）。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生产能力提升，

抓住特高压增长机会，牢牢把握领先地位。

申万宏源证券表示， 继续看好2015年公司

特高压业务。 公司是特高压直流、交流双受益公

司，测算单条特高压交、直流线路将分别为公司

带来17亿元和15亿元左右的订单。 考虑到能源

局12条大气污染防治输电通道建设推进和今年

国网“六交八直” 特高压的规划，预计今年交、直

流特高压招标及开工项目总数将较去年大幅增

长，因此我们认为今年公司特高压业务将极大带

动公司业绩增长。 申万宏源证券给予公司 “买

入” 评级。

尚荣医疗(002551)

大股东认购显信心 定增打开成长空间

国联证券指出，公司公告向梁桂秋、陈广明、

贺正刚、刘裕、朱洁和宜华健康非公开发行股票，

拟募资不超过11亿元，用于医院手术部、ICU产品

产业化项目和增加医院整体建设业务资金， 发行

价为28.26元/股。 控股股东梁桂秋和宜华健康看

好公司发展前景，分别认购2亿元和3亿元，为公

司的长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按照公司的战略规

划，将构建医疗物流、耗材产销、器械产销、医院投

资四大产业平台。 公司医院建设业务和医疗器械

业务发展速度受限。 本次定增有利于降低资产负

债率，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

快实现战略目标。

国联证券表示， 公司拟在合肥市瑶海区设立

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合肥尚荣移动医疗产业基

地。 定位高端技术、前沿技术，包括移动医疗系统

产品产业化项目、 急救救护系列配套产品产业化

项目、 智能化系列产品及医疗信息化软件开发和

其关联产业项目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应用。 项目

拟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14亿，建设期2年，达产

后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12亿元， 年均净利润2亿

元，大幅增厚公司业绩。 国联证券给予公司“推

荐”评级。

中新药业（600329）

提价增加业绩弹性 后续增长料加快

长江证券指出， 中新药业发布2015年一季

报，实现营业收入16.21亿元，同比增4.44%；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9亿元， 同比增长

16.68%。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1.53亿元，同比增

长881%，回款情况良好；公司综合毛利率同比提

高1.13个百分点； 销售费率同比提高1.5个百分

点；管理费率同比提高0.22个百分点；财务费率基

本持平。

长江证券表示，2015年一季度， 预计商业收

入同比增长超过5%，预计工业收入基本持平，主

要品种速效救心丸收入增长目前仍受到提价控

货的影响。 速效救心丸为独家基药且为低价药，

公司150S规格的速效救心丸 （主要在医院渠道

销售）在内蒙古、甘肃的低价药招标采购时，中标

价格已从之前的平均中标价25.5元提高到35元/

盒，提价幅度近40%。 随着低价药招标采购的持

续进行，速效救心丸（150S）在其它地区的中标

价均有望跟随提价， 预计在OTC渠道销售的

120S、180S规格也将同步提价。 由于提价后速效

救心丸日用金额仅有3.5元，距离5元的低价药标

准仍有43%的提价空间， 未来仍有望持续提价。

速效救心丸在心脑血管领域具有极好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刚性需求旺盛，我们判断提价并不会

影响速效救心丸的销售，而提价后经销商及终端

销售积极性将明显增强。

公司优势品种众多，截至2014年末，公司拥

有17个剂型的601个药品批准文号， 其中独家生

产品种101个，国家基药品种85个，国家医保品种

267个。 2015年为招标大年，公司大量品种中标地

区扩大后有望快速放量。 长江证券给予公司“推

荐”评级。

指数连续反弹 新三板市场渐回暖

□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了连续四个交易日的下挫之后，随

着业绩密集披露期的过去， 上周三起A股市场

震荡调整之际， 三板做市指数一改持续多日的

颓势，在周三大涨4.78%之后，周四接力大涨了

5.48%。 由此，上周三板做市指数尽管周线迎来

四连阴，但是上周收出了长下影线的“T” 型周

K线，强势反攻格局确立。

新三板市场回暖

随着4月底业绩披露结束期的过去， 近两

个交易日新三板行情明显好转， 随着三板做市

指数的连续大涨，三板成指也连续小幅攀升，近

两个交易日分别上涨1.69%和0.68%。 由此，三

板成指也呈现出周线四连阴格局， 月线四月也

是冲高回落，但微涨1.14%。

4月30日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公告称， 因未能按照规定按

时披露年报，自2015年5月4日起暂停可来博等

22家挂牌公司股票转让。 同时中国证券报记者

统计发现， 有将近180家公司赶在最后一日集

中披露的业绩报表。在所有已披露的公司中，湘

财证券的净利润达到了7.895亿元， 位居首位；

成大生物、垦丰种业、九鼎投资和圣团集团等公

司的净利润也均超过了3亿元。 整体来看，超过

了87%的公司实现不同程度的盈利。

实际上， 自4月7日触及历史高点2673.17点

之后，指数经历了大半个月的连续下挫，成交金

额也从当日的天量23.08亿元快速回落，在4月24

日仅有2.86亿元。从三板做市指数的月线来看，自

今年初的最低991.47点开始，1月和2月呈现温和

上行态势，分别上涨了8.95%和6.43%，成交额分

别为11.41亿元和16.48亿元，而3月是新三板的爆

发月，当月三板做市指数疯狂上涨72.56%，成交

金额也飙升至了101.59亿元。不过，随着新三板监

管措施的趋严，4月三板做市指数迎来冲高回调，

收出微涨0.41%的红色十字星。

安信证券指出，4月以来，新三板成交有所

萎缩部分原因来自于市场关注的制度落实可能

低于预期的传闻， 另外目前进入年报的密集披

露期， 加上3月份过快上涨导致估值水平上升

过快，都是导致交易热度下降的原因。健康的市

场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增量资金进入新三板未

来仍然可以期待，随着做市商制度的日益完善，

新三板流动性的突破口已经打开， 市场逐步进

入良性循环。

随着行情的好转， 市场的成交额也出现了

回升苗头。上周三市场刚刚企稳上涨之际，整体

交投依旧较为清淡。 当日新三板市场中共有

466只个股发生交易， 合计成交金额为9.47亿

元，依旧处于3月以来的相对低位。 而节前最后

一个交易日，随着行情的好转，市场人气开始回

升，469只个股的成交额合计达到了11.03亿元，

环比明显提升。

个股涨多跌少 赚钱效应仍凸显

个股来看，487只个股在4月实现了上涨，

而下跌股数为288只， 整体来看依旧是涨多跌

少。 其中，瓷爵士的涨幅最高，4月大涨了482倍

至4.83元，而且其股价的4月振幅为87000%，也

超过了其他新三板个股位居首位； 不过期间其

成交额仅为700万元。 其次，美兰股份、爱迪科

森、聚宝网络和智冠股份的区间涨幅也居前列，

分布于22倍至45倍之间不等。 此外，还有包括

奥凯利、 聚利科技在内的9只个股的涨幅超过

了10倍。 相反，4月星科智能、恒业世纪、华恒生

物、联宇技术、明波通信和易点科技的跌幅均超

过了九成。

振幅方面，除了瓷爵士之外，美兰股份、天

松医疗 、 爱迪科森等 20只个股也超过了

1000%。 成交额方面，九鼎投资、联讯证券和中

海阳三只个股分别以34.21亿元、17.05亿元和

16.85亿元的成交额位居前三，遥遥领先于其他

个股。

股价方面， 当前新三板中卡姆医疗的股价

最高，为129.01元，也是唯一一个百元股；此外，

奥威云网、康复得、艾融软件的股价也分别达到

了95元、93.5元和80元。 相反，当前仍有道隆软

件、平原非标、博安通、星科智能和深拓智能5

只个股仅有0.01元。 换手率方面，4月盛世大联

和融信租赁的换手率最高， 分别达到了

170.45%和109.94%；同时还有包括亿丰洁净、

彩讯科技在内的42只个股换手率超过了50%。

交流+发展“海西”惹关注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中国国民党主席、 新北市长朱立伦参加了

5月3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十届两岸经贸文化论

坛（国共论坛），5月4日，国共两党领导人将在

北京会面。 国共两党领导人的会面是两党的重

要活动， 将对海峡两岸的发展和经济交流产生

重要影响。在成长风潮之后，区域板块的炒作料

重回风口，伴随着政策预期的升温，海西板块值

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政策预期升温

据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

2日将率访问团登陆， 参加5月3日在上海举行

的第十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国共论坛）。 5月

4日，国共两党领导人将在北京会面。 日前，国

台办表示， 国共两党领导人将就两党交往和两

岸关系交换意见。 这是国共两党高层交往的一

次重要活动。 据了解，过去十年，国共两党最高

领导人的会面有3次，即2005年4月29日的“胡

连会” 、2008年5月28日的“胡吴会” 、2009年5

月26日的“胡吴会” 。

此前高层将海西开放上升到“服务全国发

展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 的战略高度。 国共两

党领导人的会面是两党的重要活动， 将对海峡

两岸的发展和经济交流产生重要影响， 海西开

放有望开启对台战略新篇章。

业内人士指出，加快海西开放开发，有利于

闽台经济融合不断加强， 海峡区域合作取得突

破性进展，基本形成两岸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海

西自贸区具有促进海峡两岸融合奠定两岸统一

基础的国家战略意义。首先，海西自贸区建设具

有以对外开放促对内改革的深刻意义， 预计在

将来的海西自贸区，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

革以及金融改革均将推开；其次，海西自贸区建

设有利于促进两岸经贸合作；第三、海西自贸区

建设有利于为两岸经济贸易关系创造新模式；

最重要的是， 海西自贸区建设有利于加强与台

湾的融合，为促进国家统一奠定一定的基础。从

现行政策趋势看， 平潭岛和厦门将成为海西经

济区的核心。

两主线布局海西板块

福建省“十二五” 规划提出：“十二五” 期

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以上，力争GDP

五年翻番。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8%

以上， 比2010年翻一番， 五年累计突破7万亿

元； 到2015年全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5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力争达到1500万标箱。 海

西自贸区将在福建省后续的快速发展中扮演中

非常重要的角色。

众多自贸区申报计划中， 海西自贸区具有

四大优势：一是海西对外开放的历史非常悠久，

厦门是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 二是尽管福建不

是贸易大省， 但是福建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

海西，因此海西的对外贸易非常发达；三是国家

政策大力扶持福建经济发展， 海西是福建经济

发展的龙头。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福

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标志着海西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4年3

月，国务院批复平潭港口岸对外开放；四是海西

不仅是对台经贸的主要平台， 也承担了对台政

策的部分功能。未来，随着两岸经贸协议的落实

和大陆方面的进一步开放， 海西作为两岸合作

主要平台的地位将会得到强化。

东兴证券指出，从具体公司看，自贸区炒作

时表现较好的公司集中在港口、机场、物流等交

运行业和园区开发、拥有土地储备等地产行业。

这可能反映了投资者在目前阶段对自贸区受益

领域的认知，即“物流发展+土地升值” 。 因此，

就目前看，“交运+地产” 是自贸区投资主线。

参考此前自贸区概念的炒作路线， 看好海西自

贸区两条投资线索：一是土地价值提升，推荐在

自贸区进行园区开发和有土地储备的公司；二

是贸易物流发展， 推荐与自贸区有关联的交运

和物流公司。

CFP图片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4月涨跌幅（%） 4月换手率（%） 4月成交额（亿元） 总股本(万股)

831441.OC

瓷爵士

48,200.00 19.01 0.07 1,018.00

430236.OC

美兰股份

4,451.72 0.32 0.00 1,210.01

430086.OC

爱迪科森

3,288.00 1.23 0.01 1,000.00

831226.OC

聚宝网络

2,258.80 17.73 0.44 2,300.00

831823.OC

智冠股份

2,200.00 47.33 0.66 3,000.00

430226.OC

奥凯立

1,910.00 4.58 0.07 3,830.00

430162.OC

聚利科技

1,900.00 0.05 0.00 5,458.40

430032.OC

凯英信业

1,700.00 70.41 0.20 3,988.00

430706.OC

海芯华夏

1,360.00 21.18 0.18 1,100.00

830908.OC

普诺威

1,229.85 1.83 0.06 3,500.00

430199.OC

了望股份

1,187.36 1.30 0.00 850.00

430420.OC

易城股份

1,079.00 9.08 0.09 2,036.23

430304.OC

每日视界

1,070.59 19.68 0.00 500.00

430588.OC

天松医疗

1,011.00 2.28 0.03 4,500.00

831072.OC

瑞聚股份

900.00 42.68 0.15 1,000.00

831119.OC

蓝钻生物

817.39 6.87 0.05 3,500.00

832036.OC

康复得

790.91 6.10 0.12 600.00

430736.OC

中江种业

782.61 0.00 0.00 10,000.00

430450.OC

正佰电气

775.00 0.59 0.00 6,600.00

430375.OC

星立方

726.67 27.03 0.13 1,277.00

430152.OC

思创银联

638.89 23.12 0.20 4,321.94

430046.OC

圣博润

638.46 0.30 0.01 1,090.00

831481.OC

瑞铃企管

633.33 10.13 0.04 1,000.00

830807.OC

恒瑞能源

611.13 0.20 0.00 1,800.00

831975.OC

温迪股份

566.67 33.62 0.16 3,630.00

830912.OC

科汇电自

500.00 25.69 0.20 6,500.00

■ 新三板观潮

新三板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