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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次新股后新高股5月涨幅榜（部分）

次新股5月涨幅榜（部分）新高股（剔除次新股）行业分布

震荡回升 沪综指上涨

2.44%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 沪综指借

助降息和技术性反弹动能连续大

涨，一度收复4400点。 不过，受制

4400点上方压力，后半周反弹遇阻，

震荡回落。 截至上周五，上证综指收

报4308.69点，周涨幅为2.44%。

三连阴后，沪综指近期走出

三连阳的强势反弹。 而在收复大

面积失地后，指数再度面临反弹

压力，重回震荡模式。 从宏观环

境来看， 降息幅度并未超出预

期，前四月经济数据低迷，难以

给大盘特别是蓝筹股带来增量

驱动。 与此同时，在收缩伞形信

托、券商上调两融保证金比例等

“去杠杆” 进程令大蓝筹吸引力

下降。另外，新一轮IPO将再度来

袭，短期市场再度迎来资金分流

冲击。 在此背景下，市场短期将

回归宽幅震荡。

不过另一方面，货币宽松和

改革红利之下的慢牛格局仍在

延续，经济数据低迷为进一步的

稳增长和宽松政策埋下伏笔。 与

此同时， 当前改革全面加速推

进，产业利好频出，不断引爆投

资机会，市场趋势依然向好。 在

此背景下，沪综指调整幅度不会

太大，投资者不宜过度悲观。 每

一次的牛回头都是新一轮的布

局良机。

具体来看， 当前改革主线仍

是低吸的首选品种， 特别是前期

回调充分的一带一路、国企改革、

军工改制、高铁走出去等主题，值

得逢低吸纳。 尽管创业板当前赚

足了眼球， 但蓝筹股并非毫无机

会，二者轮动仍是牛市基本节奏。

在创业板短期波动加剧的格局

下， 优质蓝筹股有望获得主力关

注，迎来阶段性修复行情。

总体来看，5月份沪综指的波

动幅度将加大，在操作上应攻守兼

备， 既要在大跌后坚定牛市信心，

敢于抄底，也应在指数快速上涨后

适当兑现利润控制风险。（李波）

政策风频吹 智慧农业指数大涨

18.65%

上周， 农林牧渔板块在两

市陷入震荡的过程中强势崛起，

在避险情绪显著升温的背景下，

中信农林牧渔板块以11.89%的

涨幅，雄踞29个中信一级行业指

数周涨幅的“头把交椅” 。 由此，

智慧农业、生物育种、土地流转、

美丽中国等农业相关概念板块

也都表现不俗。 其中，智慧农业

指数上周大涨18.65%，位居114

个Wind概念板块的首位。

农业板块，尤其是智慧农业

板块本周之所以表现如此亮眼，

除了与农业股本身具备的防御

性质以外，行业政策利好的“暖

风” 对于板块的“起飞” 贡献颇

大。早在今年2月份出台的“一号

文件” 就已明确提出，要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

设，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

用，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支持

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参

与， 及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近期相关政策利好更是频繁力

挺农村电商。 5月7日，国务院正

式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

见》， 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

商务，并鼓励农业生产资料企业

发展电子商务。 5月14日，财政部

经建司吴祥云处长在全国农村

电子商务现场会上表示，2015年

中央财政准备安排20亿元专项

资金扶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让

电子商务惠及更广泛的中西部

地区和更多农村居民，特别是革

命老区的农村居民。

在政策利好的催化之下，代

表农业电商的智慧农业板块本

周连续跳空高开，并不断放量创

出历史新高，本周四以128.16亿

元创下该指数的单日成交的历

史天量，周五也再度将历史新高

水平推升至4862.92点。 板块内

的15只成分股本周悉数上涨。其

中，金新农、神州信息、普诺信、

江淮动力和大北农的周涨幅均

超过了20%，金新农周涨幅甚至

达到了46.32%，涨幅最小的史丹

利、新奥股份本周也分别上涨了

7.75%和8.36%，成为概念股中仅

有的周涨幅未超过10%的股票。

虽然本周五智慧农业指数

出现缩量及震荡整固的迹象，

但从农资电商未来万亿元的市

场规模， 以及近期市场震荡过

程中避险情绪的持续升温角度

考虑，在“互联网+” 相关概念

板块中涨幅相对较小的智慧农

业指数， 未来上行空间依然较

大。 （王威）

天量天价 创业板指数上涨

5.78%

上周，创业板指经历了天量

天价及震荡回调，上周三指数再

度冲高创下3271.18点的历史新

高后开始逐步回落。 不过，创业

板依旧在上周五给市场带来惊

喜：大盘低迷之时，创业板杀出

回马枪，逆市上涨0.12%。 由此，

上周创业板指尽管经历回调，但

整体依旧出色 ， 一周涨幅为

5.78%，远远跑赢大盘。

个股来看， 上周5个交易日

中， 创业板中共有350只个股实

现上涨， 而仅有38只个股下跌。

其中，包括博济医药、双杰电气

和特锐德等在内的18只次新股

及复牌股均由于连续涨停而实

现了超过61%的周涨幅； 此外，

还有24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

30%。 相反，5日跌幅最大的是赢

时胜和量子高科，跌幅均超过了

10%，其余个股的周跌幅则均未

超过7%。

不过，在创业板指“天量天

价” ， 以及内部个股频创新高

之后，风险警示之声四起，高价

龙头股连续暴涨后纷纷在周四

大幅杀跌。 而就在市场预期变

盘启动之际， 周五创业板指转

危为安重启反弹， 再度让市场

浮想联翩。

实际上， 以创业板为代表

的新兴产业股由于代表了经济

转型的趋势和技术发展趋势而

成为本轮牛市主角， 随着行情

的屡超预期， 市场对于创业板

股票的高市盈率有所宽容，机

构对创业板的看法也已经放弃

言顶。 不过，天量天价之后，中

短期技术性震荡在所难免，个

股分化和轮动将在高位波动中

加剧。 （张怡）

“次新股+成长股”双轮驱动

5月494只个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尽管5月行情巨震不断，但A

股市场新高股依旧层出不穷。 据

Wind数据统计，5月以来，有494

只个股股价创出历史新高，不过

其中次新股占据了大多数，2014

年以来上市的次新股就占据了

160只，占比为32.39%。而剔除了

次新股之后，老股之中“互联网

+” 、工业4.0和“一带一路” 等概

念成长股占据了大多数。

次新股引领新高热潮

在剔除5月以来刚刚上市的

17只新股之后， 统计发现，2014

年以来上市的143只次新股自5

月以来平均较首日收盘价上涨

46.63%；而今年以来，上述新股

平均涨幅更是达到了226.62%；

而上述数据并未包含上市首日新

股普遍触及的最高涨幅44%，由

此可见次新股受欢迎程度之高。

实际上，5月市场高位震荡，

市场赚钱并不容易，但次新股独

树一帜。 据统计，自2014年以来

上市的次新股， 自5月以来有九

成实现了上涨，这种表现远超过

市场整体水平。 上述143只次新

股中， 仅有2只个股在5月下跌，

而多达139只实现了不同程度的

上涨。 具体来看，包括昇兴股份、

全信股份、金石东方、清水源和

江苏有线在内的17只次新股在5

月维持日日涨停态势，而均实现

了超过159%的涨幅； 其次还有

包括山东华鹏、运达科技和老百

姓在内的8只次新股股价也实现

了翻倍；相反，重庆燃气下跌了

8.60%，雪浪环境下跌了0.81%，

是5月次新股中仅有的下跌股。

而今，上述次新股的平均PE

（TTM）已经达到了123.20。 全

通教育以1156.97的PE位居榜

首，暴风影音、安硕科技和京天

利的PE也均超过了600； 此外还

有 54只次新股的 PE 分布于

100-402之间。PE较低的是今世

缘、新澳股份和乐凯新材，分别

为26.43、35.51和38.49%，不过乐

凯新材刚刚上市，随着涨停的延

续，低市盈率也维系不了多久。

另外，次新股普遍盘子较小，

即便经过大涨， 当前平均自由流

通市值平均值也仅为28.21亿元

（剔除5月上市新股之后）。当前，

流通盘最大的是全通教育， 自由

流通市值为159.05亿元， 江苏有

线、万达院线、春秋航空、昆仑万

维和中科曙光的流通盘也均超过

了百亿元。 而流通盘最小的10只

次新股则均未超过10亿元。

成长股成新高主力

除了次新股之外， 剩余的

334只个股大多分布于计算机行

业。 据统计，计算机、机械设备和

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数目最多，分

别有43只、36只和31只， 化工行

业有25只； 此外， 电气设备、传

媒、电子、纺织服装、通信、汽车

和公用事业行业个股数目也均

超过了10只。相反，商业贸易、采

掘、非银金融和钢铁行业的个股

数目均未超过3只。

上述334只个股在5月实现

了22.52%的平均涨幅。 其中314

只个股在5月实现上涨，17只个

股整体下跌。 具体来看，5月涨幅

最高的个股是大华农、通鼎互联

和长亮科技，这三只个股均由于

复牌而连续涨停，涨幅均达到了

159%以上；由于同样的原因，复

牌时间稍晚的达实智能和顺荣

三七的涨幅也均超过了135%。

而相反，*ST申科、唐山港和中国

电建的跌幅则均超过了18%。 以

中国电建这个“一带一路” 概念

股来看，自5月4日触及历史新高

20元之后， 便快速回落调整，于

上周五收于14.97元。

但整体而言，上述个股在今

年以来的表现依旧十分优异，年

初至上周五的平均涨幅达到了

141.59%，PE（TTM）的平均值

也达到了84.25%。 其中，龙生股

份年初以来涨幅达到了10.83倍；

江苏三友、中科金财和华鹏飞的

同期涨幅也均超过了5倍以上。

而且，上述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也较低， 仅为88.38亿

元，可见中小盘成长股是构成主

力。 其中中国重工和中国建筑是

仅有的两只自由流通市值超过

千亿元的个股，而浙江世宝的仅

为5.91亿元。市场板块分布来看，

109只个股属于沪市主板个股，

创业板个股有76只，中小板个股

有106只，43只属于深市主板。

业绩增长难助力 非银金融板块下跌

2.12%

在上市券商普遍盈利趋好、

央行新一轮降息启动的背景下，

非银金融指数则在一周来连续

阴跌。 据Wind资讯统计，申万非

银金融板块5日累计跌幅达到

2.12%， 在全部一级行业中表现

垫底，尤其上周后3个交易日，该

板块接连录得3根阴线。

一周来， 申万非银金融成

分股中，上涨的股票数量仅有

12只，其中爱建股份、国金证

券、渤海租赁涨幅居前，分别

为14.36%、9.76%和8.73%；与

之相对 ， 下跌股票则多达 23

只，国元证券、西部证券、海通

证券各自下跌 5.96% 、5.08%

和4.81%， 在板块中处于领跌

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五沪综

指下跌1.59%短期考验4300点，

非银金融承压较大，正常交易的

35只成分股中，仅有申万宏源和

鲁信创投实现上涨，但涨幅也较

为微弱，分别为0.79%和0.21%；

而全天下跌幅度超过4%的股票

多达11只。

基本面上， 刚刚披露的券

商4月份业绩再现高增长，大券

商2015年ROE在20%以上，而

动态PE约为15倍； 与此同时，

央行继续降息降准预期高企，

这也为券商估值水平提升拓展

更大空间。 对券商行业而言，未

来利好 还 包 括 IPO 注 册 制 、

T+0、个股期权等。 考虑到近期

市场热点集中在中小创股票身

上， 非银金融品种当前市盈率

相对较低， 不排除随着本周打

新启动收窄场内流动性的情况

下， 抄底资金乘虚介入带来反

弹行情。 （叶涛）

大盘震荡 个股精彩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1家看多，6家看平，1

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0.6%，较前一周微幅下跌0.4个

百分点， 显示多空趋于平衡，市

场或维持震荡整理趋势。与上周

相比， 共有4家机构改变了对大

盘走势的看法， 其中1家机构修

正了对中线的观点：（1） 多→

平，新时代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

多转为看平， 对中线持看平不

变。 （2）平→空，国都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空，仍看多

中线趋势。 （3）空→平，大同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转为看平。

（4）空→多，大同证券对中线趋

势以及西南证券对本周趋势分

别由空翻多。

本周西南证券转为看多，其

分析称本周五将迎来大规模解

冻资金回流，6月份中国核电的

上市或引发资金主要回流到沪

市。 地方债置换问题进一步突

破， 信贷资产证券化新增规模

5000亿， 该消息对银行构成利

好，后续效应仍将释放。 预计本

周大盘将先跌后升，沪市有望回

升至4400点之上，但中小市值品

种将显著分化。

民生证券看平本周趋势，认

为本周20只新股发行加之中国

核电已过会，对市场心理产生一

定影响，短期或震荡加剧，个股

将出现明显分化。 具体来说，创

业板高价股的风险在加大，可持

续关注业绩较好的医药、食品等

防御品种，国资改革、智能制造

及电子信息技术个股也可逢低

关注。

申万宏源证券同样表示大

盘将持续震荡， 结构出现分化。

一方面短线权重板块表现偏弱，

本轮震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另

一方面对创业板百元以上的高

价股需要相对谨慎。 因此除大盘

权重和小盘超高价股外，前期没

有大幅上涨的中小市值品种后

市仍有较好表现机会，以及新股

首次打开涨停时及时介入，后市

或仍有客观盈利，投资者可对此

加以关注。

新时代证券分析指出大盘

有再度向下运行的态势，后市仍

有一定的调整空间和时间。 创业

板的抛压将越来越大，后市步入

震荡调整的概率也较大。本周新

股发行， 市场将面临严峻考验，

但结构性行情将持续火爆，对涨

幅不大的个股可适当参与。 银泰

证券同样认为受降息政策未明

显超出预期、A股去杠杆以及新

股发行提速等因素影响，未来一

段时间两市将更多的维持震荡

整理格局。

大同证券分析认为当前经

济的弱势将进一步打开政策投

放的想象空间，巩固本轮市场上

行逻辑。但短期流动性压力或制

约指数上行脚步，转而进入震荡

格局，期间可能出现反弹但不宜

追高，建议关注估值较低、政策

预期明朗的地产龙头。

太平洋证券强调代表新经

济的创业板依然牛劲正足，从

PEG （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

率） 角度看2014年扣非后创业

板仍低于主板，表明成长板块的

盈利优势依然具备长期吸引力，

仍可看高一线。主板方面则谨慎

看多。

新高股（剔除次新股）行业分布

震荡回升 沪综指上涨

2.44%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 沪综指借

助降息和技术性反弹动能连续大

涨，一度收复4400点。 不过，受制

4400点上方压力，后半周反弹遇阻，

震荡回落。 截至上周五，上证综指收

报4308.69点，周涨幅为2.44%。

三连阴后，沪综指近期走出

三连阳的强势反弹。 而在收复大

面积失地后，指数再度面临反弹

压力，重回震荡模式。 从宏观环

境来看， 降息幅度并未超出预

期，前四月经济数据低迷，难以

给大盘特别是蓝筹股带来增量

驱动。 与此同时，在收缩伞形信

托、券商上调两融保证金比例等

“去杠杆” 进程令大蓝筹吸引力

下降。另外，新一轮IPO将再度来

袭，短期市场再度迎来资金分流

冲击。 在此背景下，市场短期将

回归宽幅震荡。

不过另一方面，货币宽松和

改革红利之下的慢牛格局仍在

延续，经济数据低迷为进一步的

稳增长和宽松政策埋下伏笔。 与

此同时， 当前改革全面加速推

进，产业利好频出，不断引爆投

资机会，市场趋势依然向好。 在

此背景下，沪综指调整幅度不会

太大，投资者不宜过度悲观。 每

一次的牛回头都是新一轮的布

局良机。

具体来看， 当前改革主线仍

是低吸的首选品种， 特别是前期

回调充分的一带一路、国企改革、

军工改制、高铁走出去等主题，值

得逢低吸纳。 尽管创业板当前赚

足了眼球， 但蓝筹股并非毫无机

会，二者轮动仍是牛市基本节奏。

在创业板短期波动加剧的格局

下， 优质蓝筹股有望获得主力关

注，迎来阶段性修复行情。

总体来看，5月份沪综指的波

动幅度将加大，在操作上应攻守兼

备， 既要在大跌后坚定牛市信心，

敢于抄底，也应在指数快速上涨后

适当兑现利润控制风险。（李波）

政策风频吹 智慧农业指数大涨

18.65%

上周， 农林牧渔板块在两

市陷入震荡的过程中强势崛起，

在避险情绪显著升温的背景下，

中信农林牧渔板块以11.89%的

涨幅，雄踞29个中信一级行业指

数周涨幅的“头把交椅” 。 由此，

智慧农业、生物育种、土地流转、

美丽中国等农业相关概念板块

也都表现不俗。 其中，智慧农业

指数上周大涨18.65%，位居114

个Wind概念板块的首位。

农业板块，尤其是智慧农业

板块本周之所以表现如此亮眼，

除了与农业股本身具备的防御

性质以外，行业政策利好的“暖

风” 对于板块的“起飞” 贡献颇

大。早在今年2月份出台的“一号

文件” 就已明确提出，要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

设，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

用，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支持

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参

与， 及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近期相关政策利好更是频繁力

挺农村电商。 5月7日，国务院正

式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

见》， 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

商务，并鼓励农业生产资料企业

发展电子商务。 5月14日，财政部

经建司吴祥云处长在全国农村

电子商务现场会上表示，2015年

中央财政准备安排20亿元专项

资金扶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让

电子商务惠及更广泛的中西部

地区和更多农村居民，特别是革

命老区的农村居民。

在政策利好的催化之下，代

表农业电商的智慧农业板块本

周连续跳空高开，并不断放量创

出历史新高，本周四以128.16亿

元创下该指数的单日成交的历

史天量，周五也再度将历史新高

水平推升至4862.92点。 板块内

的15只成分股本周悉数上涨。其

中，金新农、神州信息、普诺信、

江淮动力和大北农的周涨幅均

超过了20%，金新农周涨幅甚至

达到了46.32%，涨幅最小的史丹

利、新奥股份本周也分别上涨了

7.75%和8.36%，成为概念股中仅

有的周涨幅未超过10%的股票。

虽然本周五智慧农业指数

出现缩量及震荡整固的迹象，

但从农资电商未来万亿元的市

场规模， 以及近期市场震荡过

程中避险情绪的持续升温角度

考虑，在“互联网+” 相关概念

板块中涨幅相对较小的智慧农

业指数， 未来上行空间依然较

大。 （王威）

天量天价 创业板指数上涨

5.78%

上周，创业板指经历了天量

天价及震荡回调，上周三指数再

度冲高创下3271.18点的历史新

高后开始逐步回落。 不过，创业

板依旧在上周五给市场带来惊

喜：大盘低迷之时，创业板杀出

回马枪，逆市上涨0.12%。 由此，

上周创业板指尽管经历回调，但

整体依旧出色 ， 一周涨幅为

5.78%，远远跑赢大盘。

个股来看， 上周5个交易日

中， 创业板中共有350只个股实

现上涨， 而仅有38只个股下跌。

其中，包括博济医药、双杰电气

和特锐德等在内的18只次新股

及复牌股均由于连续涨停而实

现了超过61%的周涨幅； 此外，

还有24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

30%。 相反，5日跌幅最大的是赢

时胜和量子高科，跌幅均超过了

10%，其余个股的周跌幅则均未

超过7%。

不过，在创业板指“天量天

价” ， 以及内部个股频创新高

之后，风险警示之声四起，高价

龙头股连续暴涨后纷纷在周四

大幅杀跌。 而就在市场预期变

盘启动之际， 周五创业板指转

危为安重启反弹， 再度让市场

浮想联翩。

实际上， 以创业板为代表

的新兴产业股由于代表了经济

转型的趋势和技术发展趋势而

成为本轮牛市主角， 随着行情

的屡超预期， 市场对于创业板

股票的高市盈率有所宽容，机

构对创业板的看法也已经放弃

言顶。 不过，天量天价之后，中

短期技术性震荡在所难免，个

股分化和轮动将在高位波动中

加剧。 （张怡）

“次新股+成长股”双轮驱动

5月494只个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尽管5月行情巨震不断，但A

股市场新高股依旧层出不穷。 据

Wind数据统计，5月以来，有494

只个股股价创出历史新高，不过

其中次新股占据了大多数，2014

年以来上市的次新股就占据了

160只，占比为32.39%。而剔除了

次新股之后，老股之中“互联网

+” 、工业4.0和“一带一路” 等概

念成长股占据了大多数。

次新股引领新高热潮

在剔除5月以来刚刚上市的

17只新股之后， 统计发现，2014

年以来上市的143只次新股自5

月以来平均较首日收盘价上涨

46.63%；而今年以来，上述新股

平均涨幅更是达到了226.62%；

而上述数据并未包含上市首日新

股普遍触及的最高涨幅44%，由

此可见次新股受欢迎程度之高。

实际上，5月市场高位震荡，

市场赚钱并不容易，但次新股独

树一帜。 据统计，自2014年以来

上市的次新股， 自5月以来有九

成实现了上涨，这种表现远超过

市场整体水平。 上述143只次新

股中， 仅有2只个股在5月下跌，

而多达139只实现了不同程度的

上涨。 具体来看，包括昇兴股份、

全信股份、金石东方、清水源和

江苏有线在内的17只次新股在5

月维持日日涨停态势，而均实现

了超过159%的涨幅； 其次还有

包括山东华鹏、运达科技和老百

姓在内的8只次新股股价也实现

了翻倍；相反，重庆燃气下跌了

8.60%，雪浪环境下跌了0.81%，

是5月次新股中仅有的下跌股。

而今，上述次新股的平均PE

（TTM）已经达到了123.20。 全

通教育以1156.97的PE位居榜

首，暴风影音、安硕科技和京天

利的PE也均超过了600； 此外还

有 54只次新股的 PE 分布于

100-402之间。PE较低的是今世

缘、新澳股份和乐凯新材，分别

为26.43、35.51和38.49%，不过乐

凯新材刚刚上市，随着涨停的延

续，低市盈率也维系不了多久。

另外，次新股普遍盘子较小，

即便经过大涨， 当前平均自由流

通市值平均值也仅为28.21亿元

（剔除5月上市新股之后）。当前，

流通盘最大的是全通教育， 自由

流通市值为159.05亿元， 江苏有

线、万达院线、春秋航空、昆仑万

维和中科曙光的流通盘也均超过

了百亿元。 而流通盘最小的10只

次新股则均未超过10亿元。

成长股成新高主力

除了次新股之外， 剩余的

334只个股大多分布于计算机行

业。 据统计，计算机、机械设备和

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数目最多，分

别有43只、36只和31只， 化工行

业有25只； 此外， 电气设备、传

媒、电子、纺织服装、通信、汽车

和公用事业行业个股数目也均

超过了10只。相反，商业贸易、采

掘、非银金融和钢铁行业的个股

数目均未超过3只。

上述334只个股在5月实现

了22.52%的平均涨幅。 其中314

只个股在5月实现上涨，17只个

股整体下跌。 具体来看，5月涨幅

最高的个股是大华农、通鼎互联

和长亮科技，这三只个股均由于

复牌而连续涨停，涨幅均达到了

159%以上；由于同样的原因，复

牌时间稍晚的达实智能和顺荣

三七的涨幅也均超过了135%。

而相反，*ST申科、唐山港和中国

电建的跌幅则均超过了18%。 以

中国电建这个“一带一路” 概念

股来看，自5月4日触及历史新高

20元之后， 便快速回落调整，于

上周五收于14.97元。

但整体而言，上述个股在今

年以来的表现依旧十分优异，年

初至上周五的平均涨幅达到了

141.59%，PE（TTM）的平均值

也达到了84.25%。 其中，龙生股

份年初以来涨幅达到了10.83倍；

江苏三友、中科金财和华鹏飞的

同期涨幅也均超过了5倍以上。

而且，上述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也较低， 仅为88.38亿

元，可见中小盘成长股是构成主

力。 其中中国重工和中国建筑是

仅有的两只自由流通市值超过

千亿元的个股，而浙江世宝的仅

为5.91亿元。市场板块分布来看，

109只个股属于沪市主板个股，

创业板个股有76只，中小板个股

有106只，43只属于深市主板。

业绩增长难助力 非银金融板块下跌

2.12%

在上市券商普遍盈利趋好、

央行新一轮降息启动的背景下，

非银金融指数则在一周来连续

阴跌。 据Wind资讯统计，申万非

银金融板块5日累计跌幅达到

2.12%， 在全部一级行业中表现

垫底，尤其上周后3个交易日，该

板块接连录得3根阴线。

一周来， 申万非银金融成

分股中，上涨的股票数量仅有

12只，其中爱建股份、国金证

券、渤海租赁涨幅居前，分别

为14.36%、9.76%和8.73%；与

之相对 ， 下跌股票则多达 23

只，国元证券、西部证券、海通

证券各自下跌 5.96% 、5.08%

和4.81%， 在板块中处于领跌

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五沪综

指下跌1.59%短期考验4300点，

非银金融承压较大，正常交易的

35只成分股中，仅有申万宏源和

鲁信创投实现上涨，但涨幅也较

为微弱，分别为0.79%和0.21%；

而全天下跌幅度超过4%的股票

多达11只。

基本面上， 刚刚披露的券

商4月份业绩再现高增长，大券

商2015年ROE在20%以上，而

动态PE约为15倍； 与此同时，

央行继续降息降准预期高企，

这也为券商估值水平提升拓展

更大空间。 对券商行业而言，未

来利好 还 包 括 IPO 注 册 制 、

T+0、个股期权等。 考虑到近期

市场热点集中在中小创股票身

上， 非银金融品种当前市盈率

相对较低， 不排除随着本周打

新启动收窄场内流动性的情况

下， 抄底资金乘虚介入带来反

弹行情。 （叶涛）

大盘震荡 个股精彩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1家看多，6家看平，1

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0.6%，较前一周微幅下跌0.4个

百分点， 显示多空趋于平衡，市

场或维持震荡整理趋势。与上周

相比， 共有4家机构改变了对大

盘走势的看法， 其中1家机构修

正了对中线的观点：（1） 多→

平，新时代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

多转为看平， 对中线持看平不

变。 （2）平→空，国都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空，仍看多

中线趋势。 （3）空→平，大同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转为看平。

（4）空→多，大同证券对中线趋

势以及西南证券对本周趋势分

别由空翻多。

本周西南证券转为看多，其

分析称本周五将迎来大规模解

冻资金回流，6月份中国核电的

上市或引发资金主要回流到沪

市。 地方债置换问题进一步突

破， 信贷资产证券化新增规模

5000亿， 该消息对银行构成利

好，后续效应仍将释放。 预计本

周大盘将先跌后升，沪市有望回

升至4400点之上，但中小市值品

种将显著分化。

民生证券看平本周趋势，认

为本周20只新股发行加之中国

核电已过会，对市场心理产生一

定影响，短期或震荡加剧，个股

将出现明显分化。 具体来说，创

业板高价股的风险在加大，可持

续关注业绩较好的医药、食品等

防御品种，国资改革、智能制造

及电子信息技术个股也可逢低

关注。

申万宏源证券同样表示大

盘将持续震荡， 结构出现分化。

一方面短线权重板块表现偏弱，

本轮震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另

一方面对创业板百元以上的高

价股需要相对谨慎。 因此除大盘

权重和小盘超高价股外，前期没

有大幅上涨的中小市值品种后

市仍有较好表现机会，以及新股

首次打开涨停时及时介入，后市

或仍有客观盈利，投资者可对此

加以关注。

新时代证券分析指出大盘

有再度向下运行的态势，后市仍

有一定的调整空间和时间。 创业

板的抛压将越来越大，后市步入

震荡调整的概率也较大。本周新

股发行， 市场将面临严峻考验，

但结构性行情将持续火爆，对涨

幅不大的个股可适当参与。 银泰

证券同样认为受降息政策未明

显超出预期、A股去杠杆以及新

股发行提速等因素影响，未来一

段时间两市将更多的维持震荡

整理格局。

大同证券分析认为当前经

济的弱势将进一步打开政策投

放的想象空间，巩固本轮市场上

行逻辑。但短期流动性压力或制

约指数上行脚步，转而进入震荡

格局，期间可能出现反弹但不宜

追高，建议关注估值较低、政策

预期明朗的地产龙头。

太平洋证券强调代表新经

济的创业板依然牛劲正足，从

PEG （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

率） 角度看2014年扣非后创业

板仍低于主板，表明成长板块的

盈利优势依然具备长期吸引力，

仍可看高一线。主板方面则谨慎

看多。

次新股5月涨幅榜（部分）

震荡回升 沪综指上涨

2.44%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 沪综指借

助降息和技术性反弹动能连续大

涨，一度收复4400点。 不过，受制

4400点上方压力，后半周反弹遇阻，

震荡回落。 截至上周五，上证综指收

报4308.69点，周涨幅为2.44%。

三连阴后，沪综指近期走出

三连阳的强势反弹。 而在收复大

面积失地后，指数再度面临反弹

压力，重回震荡模式。 从宏观环

境来看， 降息幅度并未超出预

期，前四月经济数据低迷，难以

给大盘特别是蓝筹股带来增量

驱动。 与此同时，在收缩伞形信

托、券商上调两融保证金比例等

“去杠杆” 进程令大蓝筹吸引力

下降。另外，新一轮IPO将再度来

袭，短期市场再度迎来资金分流

冲击。 在此背景下，市场短期将

回归宽幅震荡。

不过另一方面，货币宽松和

改革红利之下的慢牛格局仍在

延续，经济数据低迷为进一步的

稳增长和宽松政策埋下伏笔。 与

此同时， 当前改革全面加速推

进，产业利好频出，不断引爆投

资机会，市场趋势依然向好。 在

此背景下，沪综指调整幅度不会

太大，投资者不宜过度悲观。 每

一次的牛回头都是新一轮的布

局良机。

具体来看， 当前改革主线仍

是低吸的首选品种， 特别是前期

回调充分的一带一路、国企改革、

军工改制、高铁走出去等主题，值

得逢低吸纳。 尽管创业板当前赚

足了眼球， 但蓝筹股并非毫无机

会，二者轮动仍是牛市基本节奏。

在创业板短期波动加剧的格局

下， 优质蓝筹股有望获得主力关

注，迎来阶段性修复行情。

总体来看，5月份沪综指的波

动幅度将加大，在操作上应攻守兼

备， 既要在大跌后坚定牛市信心，

敢于抄底，也应在指数快速上涨后

适当兑现利润控制风险。（李波）

政策风频吹 智慧农业指数大涨

18.65%

上周， 农林牧渔板块在两

市陷入震荡的过程中强势崛起，

在避险情绪显著升温的背景下，

中信农林牧渔板块以11.89%的

涨幅，雄踞29个中信一级行业指

数周涨幅的“头把交椅” 。 由此，

智慧农业、生物育种、土地流转、

美丽中国等农业相关概念板块

也都表现不俗。 其中，智慧农业

指数上周大涨18.65%，位居114

个Wind概念板块的首位。

农业板块，尤其是智慧农业

板块本周之所以表现如此亮眼，

除了与农业股本身具备的防御

性质以外，行业政策利好的“暖

风” 对于板块的“起飞” 贡献颇

大。早在今年2月份出台的“一号

文件” 就已明确提出，要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

设，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

用，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支持

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参

与， 及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近期相关政策利好更是频繁力

挺农村电商。 5月7日，国务院正

式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

见》， 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

商务，并鼓励农业生产资料企业

发展电子商务。 5月14日，财政部

经建司吴祥云处长在全国农村

电子商务现场会上表示，2015年

中央财政准备安排20亿元专项

资金扶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让

电子商务惠及更广泛的中西部

地区和更多农村居民，特别是革

命老区的农村居民。

在政策利好的催化之下，代

表农业电商的智慧农业板块本

周连续跳空高开，并不断放量创

出历史新高，本周四以128.16亿

元创下该指数的单日成交的历

史天量，周五也再度将历史新高

水平推升至4862.92点。 板块内

的15只成分股本周悉数上涨。其

中，金新农、神州信息、普诺信、

江淮动力和大北农的周涨幅均

超过了20%，金新农周涨幅甚至

达到了46.32%，涨幅最小的史丹

利、新奥股份本周也分别上涨了

7.75%和8.36%，成为概念股中仅

有的周涨幅未超过10%的股票。

虽然本周五智慧农业指数

出现缩量及震荡整固的迹象，

但从农资电商未来万亿元的市

场规模， 以及近期市场震荡过

程中避险情绪的持续升温角度

考虑，在“互联网+” 相关概念

板块中涨幅相对较小的智慧农

业指数， 未来上行空间依然较

大。 （王威）

天量天价 创业板指数上涨

5.78%

上周，创业板指经历了天量

天价及震荡回调，上周三指数再

度冲高创下3271.18点的历史新

高后开始逐步回落。 不过，创业

板依旧在上周五给市场带来惊

喜：大盘低迷之时，创业板杀出

回马枪，逆市上涨0.12%。 由此，

上周创业板指尽管经历回调，但

整体依旧出色 ， 一周涨幅为

5.78%，远远跑赢大盘。

个股来看， 上周5个交易日

中， 创业板中共有350只个股实

现上涨， 而仅有38只个股下跌。

其中，包括博济医药、双杰电气

和特锐德等在内的18只次新股

及复牌股均由于连续涨停而实

现了超过61%的周涨幅； 此外，

还有24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

30%。 相反，5日跌幅最大的是赢

时胜和量子高科，跌幅均超过了

10%，其余个股的周跌幅则均未

超过7%。

不过，在创业板指“天量天

价” ， 以及内部个股频创新高

之后，风险警示之声四起，高价

龙头股连续暴涨后纷纷在周四

大幅杀跌。 而就在市场预期变

盘启动之际， 周五创业板指转

危为安重启反弹， 再度让市场

浮想联翩。

实际上， 以创业板为代表

的新兴产业股由于代表了经济

转型的趋势和技术发展趋势而

成为本轮牛市主角， 随着行情

的屡超预期， 市场对于创业板

股票的高市盈率有所宽容，机

构对创业板的看法也已经放弃

言顶。 不过，天量天价之后，中

短期技术性震荡在所难免，个

股分化和轮动将在高位波动中

加剧。 （张怡）

“次新股+成长股”双轮驱动

5月494只个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尽管5月行情巨震不断，但A

股市场新高股依旧层出不穷。 据

Wind数据统计，5月以来，有494

只个股股价创出历史新高，不过

其中次新股占据了大多数，2014

年以来上市的次新股就占据了

160只，占比为32.39%。而剔除了

次新股之后，老股之中“互联网

+” 、工业4.0和“一带一路” 等概

念成长股占据了大多数。

次新股引领新高热潮

在剔除5月以来刚刚上市的

17只新股之后， 统计发现，2014

年以来上市的143只次新股自5

月以来平均较首日收盘价上涨

46.63%；而今年以来，上述新股

平均涨幅更是达到了226.62%；

而上述数据并未包含上市首日新

股普遍触及的最高涨幅44%，由

此可见次新股受欢迎程度之高。

实际上，5月市场高位震荡，

市场赚钱并不容易，但次新股独

树一帜。 据统计，自2014年以来

上市的次新股， 自5月以来有九

成实现了上涨，这种表现远超过

市场整体水平。 上述143只次新

股中， 仅有2只个股在5月下跌，

而多达139只实现了不同程度的

上涨。 具体来看，包括昇兴股份、

全信股份、金石东方、清水源和

江苏有线在内的17只次新股在5

月维持日日涨停态势，而均实现

了超过159%的涨幅； 其次还有

包括山东华鹏、运达科技和老百

姓在内的8只次新股股价也实现

了翻倍；相反，重庆燃气下跌了

8.60%，雪浪环境下跌了0.81%，

是5月次新股中仅有的下跌股。

而今，上述次新股的平均PE

（TTM）已经达到了123.20。 全

通教育以1156.97的PE位居榜

首，暴风影音、安硕科技和京天

利的PE也均超过了600； 此外还

有 54只次新股的 PE 分布于

100-402之间。PE较低的是今世

缘、新澳股份和乐凯新材，分别

为26.43、35.51和38.49%，不过乐

凯新材刚刚上市，随着涨停的延

续，低市盈率也维系不了多久。

另外，次新股普遍盘子较小，

即便经过大涨， 当前平均自由流

通市值平均值也仅为28.21亿元

（剔除5月上市新股之后）。当前，

流通盘最大的是全通教育， 自由

流通市值为159.05亿元， 江苏有

线、万达院线、春秋航空、昆仑万

维和中科曙光的流通盘也均超过

了百亿元。 而流通盘最小的10只

次新股则均未超过10亿元。

成长股成新高主力

除了次新股之外， 剩余的

334只个股大多分布于计算机行

业。 据统计，计算机、机械设备和

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数目最多，分

别有43只、36只和31只， 化工行

业有25只； 此外， 电气设备、传

媒、电子、纺织服装、通信、汽车

和公用事业行业个股数目也均

超过了10只。相反，商业贸易、采

掘、非银金融和钢铁行业的个股

数目均未超过3只。

上述334只个股在5月实现

了22.52%的平均涨幅。 其中314

只个股在5月实现上涨，17只个

股整体下跌。 具体来看，5月涨幅

最高的个股是大华农、通鼎互联

和长亮科技，这三只个股均由于

复牌而连续涨停，涨幅均达到了

159%以上；由于同样的原因，复

牌时间稍晚的达实智能和顺荣

三七的涨幅也均超过了135%。

而相反，*ST申科、唐山港和中国

电建的跌幅则均超过了18%。 以

中国电建这个“一带一路” 概念

股来看，自5月4日触及历史新高

20元之后， 便快速回落调整，于

上周五收于14.97元。

但整体而言，上述个股在今

年以来的表现依旧十分优异，年

初至上周五的平均涨幅达到了

141.59%，PE（TTM）的平均值

也达到了84.25%。 其中，龙生股

份年初以来涨幅达到了10.83倍；

江苏三友、中科金财和华鹏飞的

同期涨幅也均超过了5倍以上。

而且，上述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也较低， 仅为88.38亿

元，可见中小盘成长股是构成主

力。 其中中国重工和中国建筑是

仅有的两只自由流通市值超过

千亿元的个股，而浙江世宝的仅

为5.91亿元。市场板块分布来看，

109只个股属于沪市主板个股，

创业板个股有76只，中小板个股

有106只，43只属于深市主板。

业绩增长难助力 非银金融板块下跌

2.12%

在上市券商普遍盈利趋好、

央行新一轮降息启动的背景下，

非银金融指数则在一周来连续

阴跌。 据Wind资讯统计，申万非

银金融板块5日累计跌幅达到

2.12%， 在全部一级行业中表现

垫底，尤其上周后3个交易日，该

板块接连录得3根阴线。

一周来， 申万非银金融成

分股中，上涨的股票数量仅有

12只，其中爱建股份、国金证

券、渤海租赁涨幅居前，分别

为14.36%、9.76%和8.73%；与

之相对 ， 下跌股票则多达 23

只，国元证券、西部证券、海通

证券各自下跌 5.96% 、5.08%

和4.81%， 在板块中处于领跌

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五沪综

指下跌1.59%短期考验4300点，

非银金融承压较大，正常交易的

35只成分股中，仅有申万宏源和

鲁信创投实现上涨，但涨幅也较

为微弱，分别为0.79%和0.21%；

而全天下跌幅度超过4%的股票

多达11只。

基本面上， 刚刚披露的券

商4月份业绩再现高增长，大券

商2015年ROE在20%以上，而

动态PE约为15倍； 与此同时，

央行继续降息降准预期高企，

这也为券商估值水平提升拓展

更大空间。 对券商行业而言，未

来利好 还 包 括 IPO 注 册 制 、

T+0、个股期权等。 考虑到近期

市场热点集中在中小创股票身

上， 非银金融品种当前市盈率

相对较低， 不排除随着本周打

新启动收窄场内流动性的情况

下， 抄底资金乘虚介入带来反

弹行情。 （叶涛）

大盘震荡 个股精彩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1家看多，6家看平，1

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0.6%，较前一周微幅下跌0.4个

百分点， 显示多空趋于平衡，市

场或维持震荡整理趋势。与上周

相比， 共有4家机构改变了对大

盘走势的看法， 其中1家机构修

正了对中线的观点：（1） 多→

平，新时代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

多转为看平， 对中线持看平不

变。 （2）平→空，国都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空，仍看多

中线趋势。 （3）空→平，大同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转为看平。

（4）空→多，大同证券对中线趋

势以及西南证券对本周趋势分

别由空翻多。

本周西南证券转为看多，其

分析称本周五将迎来大规模解

冻资金回流，6月份中国核电的

上市或引发资金主要回流到沪

市。 地方债置换问题进一步突

破， 信贷资产证券化新增规模

5000亿， 该消息对银行构成利

好，后续效应仍将释放。 预计本

周大盘将先跌后升，沪市有望回

升至4400点之上，但中小市值品

种将显著分化。

民生证券看平本周趋势，认

为本周20只新股发行加之中国

核电已过会，对市场心理产生一

定影响，短期或震荡加剧，个股

将出现明显分化。 具体来说，创

业板高价股的风险在加大，可持

续关注业绩较好的医药、食品等

防御品种，国资改革、智能制造

及电子信息技术个股也可逢低

关注。

申万宏源证券同样表示大

盘将持续震荡， 结构出现分化。

一方面短线权重板块表现偏弱，

本轮震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另

一方面对创业板百元以上的高

价股需要相对谨慎。 因此除大盘

权重和小盘超高价股外，前期没

有大幅上涨的中小市值品种后

市仍有较好表现机会，以及新股

首次打开涨停时及时介入，后市

或仍有客观盈利，投资者可对此

加以关注。

新时代证券分析指出大盘

有再度向下运行的态势，后市仍

有一定的调整空间和时间。 创业

板的抛压将越来越大，后市步入

震荡调整的概率也较大。本周新

股发行， 市场将面临严峻考验，

但结构性行情将持续火爆，对涨

幅不大的个股可适当参与。 银泰

证券同样认为受降息政策未明

显超出预期、A股去杠杆以及新

股发行提速等因素影响，未来一

段时间两市将更多的维持震荡

整理格局。

大同证券分析认为当前经

济的弱势将进一步打开政策投

放的想象空间，巩固本轮市场上

行逻辑。但短期流动性压力或制

约指数上行脚步，转而进入震荡

格局，期间可能出现反弹但不宜

追高，建议关注估值较低、政策

预期明朗的地产龙头。

太平洋证券强调代表新经

济的创业板依然牛劲正足，从

PEG （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

率） 角度看2014年扣非后创业

板仍低于主板，表明成长板块的

盈利优势依然具备长期吸引力，

仍可看高一线。主板方面则谨慎

看多。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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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剔除次新股后新高股5月涨幅榜（部分）

震荡回升 沪综指上涨

2.44%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 沪综指借

助降息和技术性反弹动能连续大

涨，一度收复4400点。 不过，受制

4400点上方压力，后半周反弹遇阻，

震荡回落。 截至上周五，上证综指收

报4308.69点，周涨幅为2.44%。

三连阴后，沪综指近期走出

三连阳的强势反弹。 而在收复大

面积失地后，指数再度面临反弹

压力，重回震荡模式。 从宏观环

境来看， 降息幅度并未超出预

期，前四月经济数据低迷，难以

给大盘特别是蓝筹股带来增量

驱动。 与此同时，在收缩伞形信

托、券商上调两融保证金比例等

“去杠杆” 进程令大蓝筹吸引力

下降。另外，新一轮IPO将再度来

袭，短期市场再度迎来资金分流

冲击。 在此背景下，市场短期将

回归宽幅震荡。

不过另一方面，货币宽松和

改革红利之下的慢牛格局仍在

延续，经济数据低迷为进一步的

稳增长和宽松政策埋下伏笔。 与

此同时， 当前改革全面加速推

进，产业利好频出，不断引爆投

资机会，市场趋势依然向好。 在

此背景下，沪综指调整幅度不会

太大，投资者不宜过度悲观。 每

一次的牛回头都是新一轮的布

局良机。

具体来看， 当前改革主线仍

是低吸的首选品种， 特别是前期

回调充分的一带一路、国企改革、

军工改制、高铁走出去等主题，值

得逢低吸纳。 尽管创业板当前赚

足了眼球， 但蓝筹股并非毫无机

会，二者轮动仍是牛市基本节奏。

在创业板短期波动加剧的格局

下， 优质蓝筹股有望获得主力关

注，迎来阶段性修复行情。

总体来看，5月份沪综指的波

动幅度将加大，在操作上应攻守兼

备， 既要在大跌后坚定牛市信心，

敢于抄底，也应在指数快速上涨后

适当兑现利润控制风险。（李波）

政策风频吹 智慧农业指数大涨

18.65%

上周， 农林牧渔板块在两

市陷入震荡的过程中强势崛起，

在避险情绪显著升温的背景下，

中信农林牧渔板块以11.89%的

涨幅，雄踞29个中信一级行业指

数周涨幅的“头把交椅” 。 由此，

智慧农业、生物育种、土地流转、

美丽中国等农业相关概念板块

也都表现不俗。 其中，智慧农业

指数上周大涨18.65%，位居114

个Wind概念板块的首位。

农业板块，尤其是智慧农业

板块本周之所以表现如此亮眼，

除了与农业股本身具备的防御

性质以外，行业政策利好的“暖

风” 对于板块的“起飞” 贡献颇

大。早在今年2月份出台的“一号

文件” 就已明确提出，要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

设，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

用，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支持

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参

与， 及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近期相关政策利好更是频繁力

挺农村电商。 5月7日，国务院正

式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

见》， 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

商务，并鼓励农业生产资料企业

发展电子商务。 5月14日，财政部

经建司吴祥云处长在全国农村

电子商务现场会上表示，2015年

中央财政准备安排20亿元专项

资金扶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让

电子商务惠及更广泛的中西部

地区和更多农村居民，特别是革

命老区的农村居民。

在政策利好的催化之下，代

表农业电商的智慧农业板块本

周连续跳空高开，并不断放量创

出历史新高，本周四以128.16亿

元创下该指数的单日成交的历

史天量，周五也再度将历史新高

水平推升至4862.92点。 板块内

的15只成分股本周悉数上涨。其

中，金新农、神州信息、普诺信、

江淮动力和大北农的周涨幅均

超过了20%，金新农周涨幅甚至

达到了46.32%，涨幅最小的史丹

利、新奥股份本周也分别上涨了

7.75%和8.36%，成为概念股中仅

有的周涨幅未超过10%的股票。

虽然本周五智慧农业指数

出现缩量及震荡整固的迹象，

但从农资电商未来万亿元的市

场规模， 以及近期市场震荡过

程中避险情绪的持续升温角度

考虑，在“互联网+” 相关概念

板块中涨幅相对较小的智慧农

业指数， 未来上行空间依然较

大。 （王威）

天量天价 创业板指数上涨

5.78%

上周，创业板指经历了天量

天价及震荡回调，上周三指数再

度冲高创下3271.18点的历史新

高后开始逐步回落。 不过，创业

板依旧在上周五给市场带来惊

喜：大盘低迷之时，创业板杀出

回马枪，逆市上涨0.12%。 由此，

上周创业板指尽管经历回调，但

整体依旧出色 ， 一周涨幅为

5.78%，远远跑赢大盘。

个股来看， 上周5个交易日

中， 创业板中共有350只个股实

现上涨， 而仅有38只个股下跌。

其中，包括博济医药、双杰电气

和特锐德等在内的18只次新股

及复牌股均由于连续涨停而实

现了超过61%的周涨幅； 此外，

还有24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

30%。 相反，5日跌幅最大的是赢

时胜和量子高科，跌幅均超过了

10%，其余个股的周跌幅则均未

超过7%。

不过，在创业板指“天量天

价” ， 以及内部个股频创新高

之后，风险警示之声四起，高价

龙头股连续暴涨后纷纷在周四

大幅杀跌。 而就在市场预期变

盘启动之际， 周五创业板指转

危为安重启反弹， 再度让市场

浮想联翩。

实际上， 以创业板为代表

的新兴产业股由于代表了经济

转型的趋势和技术发展趋势而

成为本轮牛市主角， 随着行情

的屡超预期， 市场对于创业板

股票的高市盈率有所宽容，机

构对创业板的看法也已经放弃

言顶。 不过，天量天价之后，中

短期技术性震荡在所难免，个

股分化和轮动将在高位波动中

加剧。 （张怡）

“次新股+成长股”双轮驱动

5月494只个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尽管5月行情巨震不断，但A

股市场新高股依旧层出不穷。 据

Wind数据统计，5月以来，有494

只个股股价创出历史新高，不过

其中次新股占据了大多数，2014

年以来上市的次新股就占据了

160只，占比为32.39%。而剔除了

次新股之后，老股之中“互联网

+” 、工业4.0和“一带一路” 等概

念成长股占据了大多数。

次新股引领新高热潮

在剔除5月以来刚刚上市的

17只新股之后， 统计发现，2014

年以来上市的143只次新股自5

月以来平均较首日收盘价上涨

46.63%；而今年以来，上述新股

平均涨幅更是达到了226.62%；

而上述数据并未包含上市首日新

股普遍触及的最高涨幅44%，由

此可见次新股受欢迎程度之高。

实际上，5月市场高位震荡，

市场赚钱并不容易，但次新股独

树一帜。 据统计，自2014年以来

上市的次新股， 自5月以来有九

成实现了上涨，这种表现远超过

市场整体水平。 上述143只次新

股中， 仅有2只个股在5月下跌，

而多达139只实现了不同程度的

上涨。 具体来看，包括昇兴股份、

全信股份、金石东方、清水源和

江苏有线在内的17只次新股在5

月维持日日涨停态势，而均实现

了超过159%的涨幅； 其次还有

包括山东华鹏、运达科技和老百

姓在内的8只次新股股价也实现

了翻倍；相反，重庆燃气下跌了

8.60%，雪浪环境下跌了0.81%，

是5月次新股中仅有的下跌股。

而今，上述次新股的平均PE

（TTM）已经达到了123.20。 全

通教育以1156.97的PE位居榜

首，暴风影音、安硕科技和京天

利的PE也均超过了600； 此外还

有 54只次新股的 PE 分布于

100-402之间。PE较低的是今世

缘、新澳股份和乐凯新材，分别

为26.43、35.51和38.49%，不过乐

凯新材刚刚上市，随着涨停的延

续，低市盈率也维系不了多久。

另外，次新股普遍盘子较小，

即便经过大涨， 当前平均自由流

通市值平均值也仅为28.21亿元

（剔除5月上市新股之后）。当前，

流通盘最大的是全通教育， 自由

流通市值为159.05亿元， 江苏有

线、万达院线、春秋航空、昆仑万

维和中科曙光的流通盘也均超过

了百亿元。 而流通盘最小的10只

次新股则均未超过10亿元。

成长股成新高主力

除了次新股之外， 剩余的

334只个股大多分布于计算机行

业。 据统计，计算机、机械设备和

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数目最多，分

别有43只、36只和31只， 化工行

业有25只； 此外， 电气设备、传

媒、电子、纺织服装、通信、汽车

和公用事业行业个股数目也均

超过了10只。相反，商业贸易、采

掘、非银金融和钢铁行业的个股

数目均未超过3只。

上述334只个股在5月实现

了22.52%的平均涨幅。 其中314

只个股在5月实现上涨，17只个

股整体下跌。 具体来看，5月涨幅

最高的个股是大华农、通鼎互联

和长亮科技，这三只个股均由于

复牌而连续涨停，涨幅均达到了

159%以上；由于同样的原因，复

牌时间稍晚的达实智能和顺荣

三七的涨幅也均超过了135%。

而相反，*ST申科、唐山港和中国

电建的跌幅则均超过了18%。 以

中国电建这个“一带一路” 概念

股来看，自5月4日触及历史新高

20元之后， 便快速回落调整，于

上周五收于14.97元。

但整体而言，上述个股在今

年以来的表现依旧十分优异，年

初至上周五的平均涨幅达到了

141.59%，PE（TTM）的平均值

也达到了84.25%。 其中，龙生股

份年初以来涨幅达到了10.83倍；

江苏三友、中科金财和华鹏飞的

同期涨幅也均超过了5倍以上。

而且，上述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也较低， 仅为88.38亿

元，可见中小盘成长股是构成主

力。 其中中国重工和中国建筑是

仅有的两只自由流通市值超过

千亿元的个股，而浙江世宝的仅

为5.91亿元。市场板块分布来看，

109只个股属于沪市主板个股，

创业板个股有76只，中小板个股

有106只，43只属于深市主板。

业绩增长难助力 非银金融板块下跌

2.12%

在上市券商普遍盈利趋好、

央行新一轮降息启动的背景下，

非银金融指数则在一周来连续

阴跌。 据Wind资讯统计，申万非

银金融板块5日累计跌幅达到

2.12%， 在全部一级行业中表现

垫底，尤其上周后3个交易日，该

板块接连录得3根阴线。

一周来， 申万非银金融成

分股中，上涨的股票数量仅有

12只，其中爱建股份、国金证

券、渤海租赁涨幅居前，分别

为14.36%、9.76%和8.73%；与

之相对 ， 下跌股票则多达 23

只，国元证券、西部证券、海通

证券各自下跌 5.96% 、5.08%

和4.81%， 在板块中处于领跌

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五沪综

指下跌1.59%短期考验4300点，

非银金融承压较大，正常交易的

35只成分股中，仅有申万宏源和

鲁信创投实现上涨，但涨幅也较

为微弱，分别为0.79%和0.21%；

而全天下跌幅度超过4%的股票

多达11只。

基本面上， 刚刚披露的券

商4月份业绩再现高增长，大券

商2015年ROE在20%以上，而

动态PE约为15倍； 与此同时，

央行继续降息降准预期高企，

这也为券商估值水平提升拓展

更大空间。 对券商行业而言，未

来利好 还 包 括 IPO 注 册 制 、

T+0、个股期权等。 考虑到近期

市场热点集中在中小创股票身

上， 非银金融品种当前市盈率

相对较低， 不排除随着本周打

新启动收窄场内流动性的情况

下， 抄底资金乘虚介入带来反

弹行情。 （叶涛）

大盘震荡 个股精彩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1家看多，6家看平，1

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0.6%，较前一周微幅下跌0.4个

百分点， 显示多空趋于平衡，市

场或维持震荡整理趋势。与上周

相比， 共有4家机构改变了对大

盘走势的看法， 其中1家机构修

正了对中线的观点：（1） 多→

平，新时代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

多转为看平， 对中线持看平不

变。 （2）平→空，国都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空，仍看多

中线趋势。 （3）空→平，大同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转为看平。

（4）空→多，大同证券对中线趋

势以及西南证券对本周趋势分

别由空翻多。

本周西南证券转为看多，其

分析称本周五将迎来大规模解

冻资金回流，6月份中国核电的

上市或引发资金主要回流到沪

市。 地方债置换问题进一步突

破， 信贷资产证券化新增规模

5000亿， 该消息对银行构成利

好，后续效应仍将释放。 预计本

周大盘将先跌后升，沪市有望回

升至4400点之上，但中小市值品

种将显著分化。

民生证券看平本周趋势，认

为本周20只新股发行加之中国

核电已过会，对市场心理产生一

定影响，短期或震荡加剧，个股

将出现明显分化。 具体来说，创

业板高价股的风险在加大，可持

续关注业绩较好的医药、食品等

防御品种，国资改革、智能制造

及电子信息技术个股也可逢低

关注。

申万宏源证券同样表示大

盘将持续震荡， 结构出现分化。

一方面短线权重板块表现偏弱，

本轮震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另

一方面对创业板百元以上的高

价股需要相对谨慎。 因此除大盘

权重和小盘超高价股外，前期没

有大幅上涨的中小市值品种后

市仍有较好表现机会，以及新股

首次打开涨停时及时介入，后市

或仍有客观盈利，投资者可对此

加以关注。

新时代证券分析指出大盘

有再度向下运行的态势，后市仍

有一定的调整空间和时间。 创业

板的抛压将越来越大，后市步入

震荡调整的概率也较大。本周新

股发行， 市场将面临严峻考验，

但结构性行情将持续火爆，对涨

幅不大的个股可适当参与。 银泰

证券同样认为受降息政策未明

显超出预期、A股去杠杆以及新

股发行提速等因素影响，未来一

段时间两市将更多的维持震荡

整理格局。

大同证券分析认为当前经

济的弱势将进一步打开政策投

放的想象空间，巩固本轮市场上

行逻辑。但短期流动性压力或制

约指数上行脚步，转而进入震荡

格局，期间可能出现反弹但不宜

追高，建议关注估值较低、政策

预期明朗的地产龙头。

太平洋证券强调代表新经

济的创业板依然牛劲正足，从

PEG （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

率） 角度看2014年扣非后创业

板仍低于主板，表明成长板块的

盈利优势依然具备长期吸引力，

仍可看高一线。主板方面则谨慎

看多。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首发

上市日期

所属行业

市盈率

PE(TTM)

自由流通市

值（亿元）

5月

涨跌幅%

今年

涨跌幅%

002752.SZ

昇兴股份

2015-04-22

轻工制造

134.60 22.81 159.52 359.73

300447.SZ

全信股份

2015-04-22

电气设备

140.61 17.31 159.48 359.92

300434.SZ

金石东方

2015-04-24

机械设备

123.00 9.83 159.47 279.83

300437.SZ

清水源

2015-04-23

化工

113.46 10.58 159.44 318.07

600959.SH

江苏有线

2015-04-28

传媒

93.71 147.76 159.43 214.09

300424.SZ

航新科技

2015-04-22

国防军工

123.24 25.72 159.43 359.63

002751.SZ

易尚展示

2015-04-24

轻工制造

114.06 10.07 159.41 279.92

300436.SZ

广生堂

2015-04-22

医药生物

109.23 19.89 159.40 359.57

300448.SZ

浩云科技

2015-04-24

计算机

116.76 17.27 159.39 279.73

300404.SZ

博济医药

2015-04-24

医药生物

121.24 11.73 159.38 279.76

300449.SZ

汉邦高科

2015-04-22

计算机

129.85 20.79 159.37 359.41

300439.SZ

美康生物

2015-04-22

医药生物

142.70 51.58 159.37 359.48

300438.SZ

鹏辉能源

2015-04-24

电子

106.60 17.08 159.36 279.78

603318.SH

派思股份

2015-04-24

机械设备

118.27 10.73 159.35 279.77

300445.SZ

康斯特

2015-04-24

机械设备

104.73 10.11 159.35 279.72

300441.SZ

鲍斯股份

2015-04-23

机械设备

119.58 12.46 159.34 317.55

300446.SZ

乐凯新材

2015-04-23

电子

38.49 8.19 159.31 317.66

603021.SH

山东华鹏

2015-04-23

轻工制造

81.07 12.80 139.58 285.76

300440.SZ

运达科技

2015-04-23

计算机

101.84 33.40 136.99 281.76

603883.SH

老百姓

2015-04-23

医药生物

110.64 58.94 131.14 272.28

603315.SH

福鞍股份

2015-04-24

机械设备

86.86 12.34 117.17 218.12

603789.SH

星光农机

2015-04-27

机械设备

72.57 22.88 112.54 182.99

603703.SH

盛洋科技

2015-04-23

通信

93.12 12.82 112.38 242.02

300444.SZ

双杰电气

2015-04-23

电气设备

110.98 20.60 112.26 241.90

300443.SZ

金雷风电

2015-04-22

机械设备

91.34 19.07 107.89 268.32

300442.SZ

普丽盛

2015-04-24

机械设备

82.01 19.02 88.30 175.69

300431.SZ

暴风科技

2015-03-24

传媒

851.09 67.80 84.43 2,098.44

300364.SZ

中文在线

2015-01-21

传媒

353.26 38.50 62.30 1,208.15

300413.SZ

快乐购

2015-01-21

商业贸易

202.97 48.01 61.77 425.59

300427.SZ

红相电力

2015-02-17

电气设备

95.57 13.97 60.63 318.33

300409.SZ

道氏技术

2014-12-03

化工

88.80 16.37 56.89 111.18

603818.SH

曲美股份

2015-04-22

轻工制造

88.44 21.35 54.13 172.85

300430.SZ

诚益通

2015-03-19

机械设备

141.70 18.94 52.70 357.58

300362.SZ

天保重装

2014-01-21

电气设备

129.45 15.53 50.18 50.18

300429.SZ

强力新材

2015-03-24

化工

106.43 19.58 49.70 327.84

603025.SH

大豪科技

2015-04-22

电气设备

96.19 21.39 47.16 160.82

002739.SZ

万达院线

2015-01-22

传媒

148.04 146.93 44.73 696.65

603729.SH

龙韵股份

2015-03-24

传媒

122.18 24.39 43.58 281.89

002743.SZ

富煌钢构

2015-02-17

建筑装饰

136.37 13.34 42.79 322.88

603567.SH

珍宝岛

2015-04-24

医药生物

60.88 45.85 42.69 108.92

603015.SH

弘讯科技

2015-03-03

电气设备

86.14 19.38 40.38 153.54

300415.SZ

伊之密

2015-01-23

机械设备

80.34 15.32 39.28 166.21

603118.SH

共进股份

2015-02-25

通信

83.79 43.41 39.10 236.32

300359.SZ

全通教育

2014-01-21

传媒

1,156.97 159.05 38.81 483.47

300383.SZ

光环新网

2014-01-29

传媒

220.40 83.67 38.45 366.10

300428.SZ

四通新材

2015-03-19

有色金属

80.37 12.26 37.95 186.59

603600.SH

永艺股份

2015-01-23

轻工制造

85.53 16.22 36.77 340.69

603100.SH

川仪股份

2014-08-05

电气设备

64.88 26.33 34.00 73.08

300426.SZ

唐德影视

2015-02-17

传媒

91.09 29.04 33.98 341.58

300423.SZ

鲁亿通

2015-02-17

电气设备

90.64 9.86 33.61 202.09

300435.SZ

中泰股份

2015-03-26

机械设备

70.55 15.00 32.96 253.56

603020.SH

爱普股份

2015-03-25

食品饮料

62.31 24.41 32.85 107.02

002713.SZ

东易日盛

2014-02-19

建筑装饰

85.89 21.70 32.19 87.92

603338.SH

浙江鼎力

2015-03-25

机械设备

71.36 16.83 31.13 143.29

300369.SZ

绿盟科技

2014-01-29

计算机

191.69 67.21 30.88 222.57

300391.SZ

康跃科技

2014-08-01

机械设备

159.31 10.42 30.70 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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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首发

上市日期

所属行业

市盈率

PE(TTM)

自由流通

市值(亿元)

5月

涨跌幅%

今年

涨跌幅%

300186.SZ

大华农

2011-03-08

农林牧渔

114.22 100.43 159.54 245.62

002491.SZ

通鼎互联

2010-10-21

通信

134.16 100.79 159.43 217.51

300348.SZ

长亮科技

2012-08-17

计算机

397.34 40.10 159.38 217.97

002421.SZ

达实智能

2010-06-03

计算机

155.92 100.63 135.95 132.19

002555.SZ

顺荣三七

2011-03-02

传媒

351.70 81.87 135.79 225.50

601608.SH

中信重工

2012-07-06

机械设备

94.57 91.52 95.04 78.95

002131.SZ

利欧股份

2007-04-27

机械设备

131.46 104.04 94.89 138.91

002625.SZ

龙生股份

2011-11-03

汽车

615.57 110.72 94.89 1,083.36

000796.SZ

易食股份

1997-07-03

食品饮料

210.85 64.34 85.17 336.93

300063.SZ

天龙集团

2010-03-26

化工

-2,878.02 37.99 67.95 145.92

300151.SZ

昌红科技

2010-12-22

机械设备

250.20 46.47 67.93 298.50

002044.SZ

江苏三友

2005-05-18

纺织服装

301.69 113.07 60.28 549.40

000587.SZ

金叶珠宝

1996-04-25

轻工制造

112.24 108.38 59.78 151.54

600818.SH

中路股份

1994-01-28

综合

1,186.57 64.20 57.37 154.19

300280.SZ

南通锻压

2011-12-29

机械设备

-4,217.03 17.33 57.23 154.23

002636.SZ

金安国纪

2011-11-25

电子

263.38 38.35 56.96 278.92

600229.SH

青岛碱业

2000-03-09

化工

93.19 66.65 56.57 205.68

002584.SZ

西陇化工

2011-06-02

化工

165.68 39.87 56.06 279.75

600571.SH

信雅达

2002-11-01

计算机

231.57 169.94 55.89 381.28

300333.SZ

兆日科技

2012-06-28

计算机

279.32 76.52 55.48 261.22

300163.SZ

先锋新材

2011-01-13

化工

299.08 42.43 55.17 386.19

000782.SZ

美达股份

1997-06-19

化工

-76.30 79.96 54.88 225.20

300208.SZ

恒顺众昇

2011-04-26

电气设备

132.56 171.25 54.60 467.96

002197.SZ

证通电子

2007-12-18

计算机

259.98 90.79 53.33 274.18

300339.SZ

润和软件

2012-07-18

计算机

176.79 84.69 53.13 245.07

002517.SZ

泰亚股份

2010-12-07

纺织服装

-254.90 55.36 51.74 293.62

000158.SZ

常山股份

2000-07-24

纺织服装

3,823.12 105.84 51.28 195.62

600435.SH

北方导航

2003-07-04

国防军工

1,188.56 193.17 51.12 112.01

002640.SZ

百圆裤业

2011-12-08

纺织服装

326.15 36.36 50.94 213.58

300188.SZ

美亚柏科

2011-03-16

计算机

141.85 67.59 50.31 184.08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

起始日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000005.SZ

世纪星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5-11 895.8501 33.17 0.20

000005.SZ

世纪星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5-14 1978.4628 21.06 0.34

000049.SZ

德赛电池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3 95364.6410 10.01 10.46

000049.SZ

德赛电池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5 122341.0339 10.00 12.35

000061.SZ

农产品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2 167437.5112 10.00 4.20

000078.SZ

海王生物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3 169233.0052 10.02 9.50

000100.SZ TCL

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4 702365.1105 10.05 12.19

000156.SZ

华数传媒 振幅值达

15% 2015-5-15 107533.1778 -0.37 16.74

000158.SZ

常山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2 152283.6127 10.01 9.44

000158.SZ

常山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4 88232.7036 9.99 4.83

000158.SZ

常山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5-12 351481.8547 25.28 20.83

000158.SZ

常山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5 124372.7068 10.01 6.41

000409.SZ

山东地矿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3 68177.1485 -8.32 11.30

000410.SZ

沈阳机床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4 393087.7759 10.02 15.25

000498.SZ

山东路桥 换手率达

20% 2015-5-13 74682.9603 10.01 25.12

000517.SZ

荣安地产 振幅值达

15% 2015-5-11 81094.6223 6.13 3.77

000555.SZ

神州信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5-11 15412.8740 33.11 1.47

000555.SZ

神州信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4 90821.5382 10.00 7.35

000558.SZ

莱茵置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5-13 88591.3427 28.75 8.28

000584.SZ

友利控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5-7 352.0957 33.14 0.07

000584.SZ

友利控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5-12 725.4675 33.00 0.11

000587.SZ

金叶珠宝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3 97643.0659 10.02 10.34

000587.SZ

金叶珠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5-13 277864.8572 22.01 26.88

000593.SZ

大通燃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5-12 59032.4307 29.17 21.65

000593.SZ

大通燃气 换手率达

20% 2015-5-15 75647.5959 4.14 23.03

000593.SZ

大通燃气 振幅值达

15% 2015-5-15 75647.5959 4.14 23.03

000616.SZ

海航投资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5-13 288596.3536 10.02 14.82

000626.SZ

如意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5-14 4134.2814 21.01 0.26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当日

收盘价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5-13 17.68 -5.96 18.37 51,745.30 914,856.90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5-13 17.68 -5.96 18.37 10,524.22 186,068.20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5-13 17.68 -5.96 18.37 8,567.80 151,478.64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5-13 17.68 -5.96 18.37 8,567.80 151,478.64

000656.SZ

金科股份

2015-5-12 7.13 -9.97 7.90 18,000.00 128,340.00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5-13 17.68 -5.96 18.37 5,140.68 90,887.18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5-13 17.68 -5.96 18.37 4,385.09 77,528.39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5-13 17.68 -5.96 18.37 3,508.07 62,022.68

600525.SH

长园集团

2015-5-14 22.33 -8.78 23.50 2,656.72 59,324.58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5-5-14 9.00 -9.82 9.84 5,665.55 50,989.95

000697.SZ

炼石有色

2015-5-15 31.37 -9.99 33.85 1,530.00 47,996.10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5-13 17.68 -5.96 18.37 2,631.05 46,516.96

002415.SZ

海康威视

2015-5-12 35.34 0.97 35.34 1,310.00 46,295.40

600525.SH

长园集团

2015-5-14 22.33 -8.78 23.50 1,771.15 39,549.72

000961.SZ

中南建设

2015-5-13 17.92 -9.99 19.95 2,000.00 35,840.00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5-5-12 35.46 -0.53 35.46 970.00 34,396.20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5-5-14 35.09 5.92 36.44 740.00 25,966.60

000859.SZ

国风塑业

2015-5-13 9.07 -10.02 10.38 2,840.49 25,763.22

601012.SH

隆基股份

2015-5-14 16.97 -7.01 19.72 1,500.00 25,455.00

601388.SH

怡球资源

2015-5-15 17.94 -9.98 18.92 1,400.00 25,116.00

600691.SH *ST

阳化

2015-5-12 6.00 -4.46 6.22 4,000.00 24,000.00

000816.SZ

江淮动力

2015-5-15 15.27 1.87 16.07 1,500.00 22,905.00

601388.SH

怡球资源

2015-5-15 17.94 -9.98 18.92 1,265.00 22,694.10

002276.SZ

万马股份

2015-5-11 20.50 -9.09 24.81 1,100.00 22,550.00

000587.SZ

金叶珠宝

2015-5-12 20.60 -8.69 22.76 1,090.00 22,454.00

000587.SZ

金叶珠宝

2015-5-12 20.60 -8.69 22.76 1,090.00 22,454.00

000961.SZ

中南建设

2015-5-12 17.14 -9.98 19.91 1,287.00 22,059.18

300253.SZ

卫宁软件

2015-5-11 76.53 3.56 78.90 285.00 21,811.05

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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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968.SH N

醋化

2015-5-18 2556.00 2556.00 7668.00

首发一般股份

,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566.SH N

普莱柯

2015-5-18 4000.00 4000.00 12000.00

首发一般股份

,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366.SH

日出东方

2015-5-21 25860.00 40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311.SH N

金海

2015-5-18 5250.00 5250.00 15750.00

首发一般股份

,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022.SH N

新通联

2015-5-18 2000.00 2000.00 6000.00

首发一般股份

,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002.SH

宏昌电子

2015-5-19 21000.00 40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568.SH

中珠控股

2015-5-22 233.02 36327.68 14332.78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490.SH

鹏欣资源

2015-5-22 63750.00 147900.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51.SH

宁波联合

2015-5-22 339.20 30579.20 508.8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450.SZ N

先导

2015-5-18 1700.00 1700.00 5100.00

首发一般股份

,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12.SZ

邦讯技术

2015-5-19 694.20 7150.58 8851.4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95.SZ

长荣股份

2015-5-21 2085.33 12937.93 21147.3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04.SZ

乐视网

2015-5-19 2884.16 108823.30 76238.5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24.SZ

光正集团

2015-5-20 146.29 49292.29 1040.9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498.SZ

汉缆股份

2015-5-18 1566.00 107316.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88.SZ

超华科技

2015-5-18 472.15 33485.00 13097.1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174.SZ

游族网络

2015-5-18 506.32 8800.31 18770.6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57.SZ

中钢天源

2015-5-18 1099.13 19938.17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32.SZ

苏泊尔

2015-5-18 12699.54 46645.57 16641.95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965.SZ

天保基建

2015-5-22 31660.00 100893.72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97.SZ

炼石有色

2015-5-18 17197.74 55968.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

一周多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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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房地产 西南证券、大同证券

20%

银行 西南证券

10%

小市值题材股 申万宏源证券

10%

智能制造 民生证券

10%

文化传媒、电子、环保、军工、新能源汽车 银泰证券

10%

核电电力 新时代证券

10%

迪士尼、国企改革 国都证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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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平

4000-4400

核电电力

东吴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信达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国都证券 空 多

4050-4350

迪士尼、国企改革

五矿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西南证券 多 空

4300-4400

银行、房地产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4200-4400

消息面

光大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财通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申万宏源证券 平 多

4250-4500

小市值题材股

民生证券 平 多

4200-4400

智能制造

银泰证券 平 多

4100-4300

文化传媒、电子、环保、军工、新能源汽车

大同证券 平 多

4250-4350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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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证券 多 空

4300 4400 -0.20% 2.12%

微弱看多

★★ 60%

50.60%

申万宏源证券 平 多

4250 4500 -1.36% 4.44%

看平

○ 50%

民生证券 平 多

4200 4400 -2.52% 2.12%

看平

○ 50%

银泰证券 平 多

4100 4300 -4.84% -0.20%

看平

○ 50%

大同证券 平 多

4250 4350 -1.36% 0.96%

看平

○ 50%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4200 4400 -2.52% 2.12%

看平

○ 50%

新时代证券 平 平

4000 4400 -7.16% 2.12%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空 多

4050 4350 -6.00% 0.96%

谨慎看空

☆ 45%

大宗交易配表限售股解禁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