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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观潮

新三板活跃度维持高位 做市新股数量创新高

□西部证券 兰爽

本周五， 新三板市场活跃度维持高

位， 共111只股票达成交易， 总成交量为

2120.69万股，总成交金额为9366.16万元，

分别较前一交易日增长 24.37%和下降

6.45% 。 其中， 做市交易市场成交量为

273.07万股，成交额为2625.91万元；协议

转让市场成交量为1847.62万股，成交额为

6740.25万元。

本周五，在做市交易股票中，四维传媒成

交额达到635.04万元，行悦信息、先临三维、方

林科技和麟龙股份成交额均在150万元以上，

分别为205.45万元、173.17万元、168.64万元

和156.91万元。这五只股票的总成交金额超过

做市交易股票总成交额的一半。协议转让股票

中， 九鼎投资成交额再度拔得头筹， 达到

3704.12万元， 占协议转让股票成交总金额的

55%左右，而中科软、陕西瑞科成交额也超过

500万元。

从市场表现来看，80只做市交易股票

中共59只达成交易， 其中22只股票以红盘

报收，而29只股票则呈现不同程度下跌。 主

营笔记本电池组件、 功能性器件、 手机配

件、大动力锂电池配件等的生产及销售的方

林科技上涨8.61%，领涨做市交易市场。 此

外，提供应急指挥平台、运营内控管理平台

和智能识别平台三大核心产品及面向农林

水利、科研和制造行业应用的软件开发和集

成实施服务的国科海博、从事嵌入式软硬件

开发、生产、销售和工控产品代理的超弦科

技、提供麟龙选股决策系统软件、期天大胜

股指期货软件以及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的麟

龙股份、专注于产品质量在线检测装置（系

统） 的生产与销售的大树智能均有不俗表

现 ， 涨 幅 分 别 为 7.28% 、5.35% 、3% 和

2.71%。 而同智伟业、太尔科技、陆海科技、

九恒星、 普滤得跌幅靠前。 协议转让股票

中，卓华信息、丰泽股份和博汇股份涨幅分

别为4.27倍、2.6倍和1.5倍， 但成交量均未

能超过1万股。 钠晶科技、优炫软件、四连智

能跌幅较大。

随着新三板做市交易市场的不断升温，

转变为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数量也在快速增

长。 本周做市转让市场新增6只股票，分别为

美佳新材、天阶生物、嘉达早教、太尔科技、豪

威尔和领信股份。 单周新增做市商股票数量

创新三板做市以来新高。但这6只做市新股表

现各异，美佳新材股价高开低走，天阶生物则

宽幅震荡， 嘉达早教首日高开低走随后窄幅

整固， 太尔科技攀升至8.08元高点后股价小

幅回落至首日收盘一线， 豪威尔冲击8.95元

一带， 领信股份则连续两日上涨但涨幅逐步

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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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5日部分个股大宗交易情况

创业板指数下破1600点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创业板指数本周波动幅度加剧， 周初一度强

势突破1600点整数关口，最高曾探至1631.31点，刷

新历史新高， 不过昨日该指数却大幅下挫， 失守

1600点。

创业板指数昨日小幅高开后， 出现一波快速跳

水，最高下探至1544.47点，此后跌幅有所收窄，但维

持在低位震荡，尾盘报收于1581.91点，下跌2.46%。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板的成交额为628.46亿元，较前

一个交易日增加了30.57亿元， 放量下挫显示资金短

期离场意愿强烈。

昨日创业板正常交易的345只股票中， 有44只

股票实现上涨，三环集团、道氏技术、天和防务、凯发

电气和富春通信5只股票涨停，14只股票涨幅超过

5%，24只股票涨幅超过3%； 在下跌的301只股票中，

赢时胜、劲拓股份、智飞生物、科大智能和康芝药业5

只股票跌停，跌幅超过5%的股票有135只，跌幅超过

3%的股票有258只。由此来看，创业板个股遭遇普跌。

分析人士指出， 此前创业板指数更多是跟涨大

盘，并未走出独立性行情，市场风格依然偏向大盘蓝

筹股。 不过伴随着股指波动幅度的加剧，创业板指数

可能会受到牵连，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暂时以观望

为主。

国防军工板块现“涨停潮”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本周以来， 金融股的持续发力助推大盘站上了

2900点，不过本周五国防军工品种异军突起，全天上

涨8.96%，位居中信行业指数涨幅的第一位，跑赢排

位第二的非银金融板块2.91个百分点；相关个股亦大

面积上演“涨停潮” 。

受相关政策因素影响，国防军工板块热度周五显

著回升。 从分时图上看，中信国防军工指数昨日跳空

高开，早盘高位震荡，之后受大盘跳水拖累一度回调

翻录，但午后随着买盘力量的加大，该指数直线拉升，

最终将全天涨幅定格在8.96%。

受资金情绪影响， 中信国防军工板块昨日35只

正常交易的成分股悉数上涨， 最低涨幅也达到

2.52%；且涨幅在7%以上的股票为29只，其中更有中

航飞机、航天通信、中航动控、航天科技等17只股票

携手涨停。 由此，中信国防军工板块昨日430.89亿元

的成交额刷新了历史几率，环比亦放大2.36倍。

尽管本周前半段国防军工股走势不算突出，但经

由昨日放量大涨，本周累计涨幅已经达到12.51%，在

29个中信一级行业板块中处于第三位。 成分股中，成

发科技、中国卫星、四创电子一周涨幅也分别达到了

22.10%、17.12%和16.83%。 分析人士表示，国防军工

本就是A股重要的主题投资概念，近期更受流动性宽

松和消息面共振支撑，预计后市延续升势概率较大。

■

两融看台

单日融资净买入额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两市大盘本周四上演强势逼空行情， 沪综

指拉出百点长阳，深成指则突破万点大关，期间成交

额显著放大。值得注意的是，当日融资客也积极加仓，

单日融资净买入额达到239.10亿元， 刷新历史新高，

显示融资资金为当日市场走强的重要幕后推手。

12月4日， 沪深股市的融资融券余额为8810.33

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245.07亿元。其中，融资

余额为8735.33亿元， 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239.10

亿元，融券余额为75.01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

5.98亿元。 当日融资净买入额高达239.10亿元，刷新

历史新高，显示当前融资的热情高涨。

融券方面， 华安上证180ETF、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华夏上证50ETF、易方达深证100ETF和嘉

实沪深300ETF的融券净卖出量居前， 分别为854.93

万份、784.08万份、504.05万份、369.16万份和368.01

万份。 融券净卖出前五的证券均为ETF，显示两融资

金对后市行情存有分歧。融资方面，中信证券、方正证

券和中国平安的融资净买入额居前， 分别为12.23亿

元、7.88亿元和7.64亿元， 显示金融股依旧是融资客

热捧的品种。

AH股溢价指数创18个月新高

沪股通席位博弈三只金融股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尽管昨日

H

股市场表现不俗，但

A

股更

为强势，因此

AH

股溢价指数上涨

1.51%

，报

收于

115.60

点， 盘中一度摸高至

116.06

点，

创出

18

个月以来新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昨日沪股通使用额度环比下滑近

4

亿元，但

透过沪股通专用席位加减仓的股票数量却

有

3

只，为沪港通开通以来的首次。

环比来看，港股通交投昨日有所活跃，

至收盘时， 港股通额度剩余

90.69

亿元，占

当日额度

105

亿元的

86.37%

； 沪股通成交

金额则出现下降， 全日额度剩余

104.33

亿

元，占当日额度

130

亿元的

80.25%

。

从盘面看，金融股大力“冲锋”是昨日

A

股大盘上涨的关键，截至收盘，中信非银、

银行板块分别上涨

6.05%

和

2.68%

， 位居行

业板块第二和第三位置；个股方面，兴业证

券、国海证券、长江证券、方正证券、建设银

行等近

20

只成分股涨停。 与之相对，恒生金

融业指数昨日亦领涨

H

股，单日上涨

0.97%

，

其中海通证券、中信证券涨势最好，具体涨

幅分别为

12.43%

和

5.63%

。 自沪港通开通以

来，沪港两地市场的联动性显著加强。

根据上交所盘后交易信息， 昨日建设

银行、兴业证券、方正证券三只股票受到沪

股通专用席位的介入，其中建设银行、兴业

证券各自出现

5555.48

万元和

9860.91

万元

的卖出， 方正证券则获得沪股通席位

3.26

亿元的买入。

■

牛市掘金（一）

红利释放 布局“改革牛”

□本报记者 张怡

自11月20日以来，A股市场掀起了新一

轮逼空式上涨行情。在金融股的引领之下，此

轮逼空行情超过了近年以来的任何一次，几

乎没有调整的连续大涨格局令人叹为观止。

而与此同时， 改革红利覆盖的其他方面却表

现相对较弱。 这种情形让不少投资者“望洋

兴叹” ，深感“满仓踏空”的遗憾。 不过，改革

红利其实 “从未走远” ，12月改革催化剂料

仍将不断，“指数型” 上涨如果迎来休整，那

么受益于改革红利的其他板块大概率接棒金

融股，迎来值得期待的补涨行情。 在此，分析

人士建议投资者从国企改革、区域振兴、土地

改革等维度进行提前布局。

改革主题有望迎来补涨行情

近期A股市场的逼空式行情几乎完全由

金融股主导， 而更多的前期受益于改革红利

的板块却相对表现平淡。昨日，非银金融和银

行板块更是独撑大盘， 分别大涨5.72%和

2.80%，成为改革红利板块中仅有的两个上涨

行业。 由此，尽管沪指再度大涨38.19点稳定

在2900点上方，但投资者却也只能扼腕叹息。

实际上，在沪港通、降息等利好频繁释

放的刺激下，金融股的这种强势格局自11月

底以来就没有停止。 从申万一级行业的5日

涨幅榜上看， 非银金融和银行板块的涨幅分

别达26.16%和15.13%， 遥遥领先于其他行

业；20日涨跌幅榜上，这一现象更为明显，非

银金融和银行板块的20日涨幅分别高达

61.58%和34.97%，涨幅均是其他行业的两倍

或以上。 类似的，从Wind概念板块的5日涨

幅榜上， 可以看到参股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板

块占据了概念板块涨幅榜的冠亚军宝座，涨

幅分别达到了29.71%和26.11%。 与此同时，

沪股通、 新三板和创投板块的同期涨幅也均

位居概念板块涨幅榜的前十位之列。

与此同时，自贸区概念股近期在政策催

化之下也蠢蠢欲动，大有赶超金融股的势头。

在概念板块的20日涨幅榜上， 粤港澳自贸

区、京津冀一体化、滨海新区、迪士尼和上海

自贸区等板块的涨幅均超过了13%， 均位居

涨幅榜前15位之列。 而促进自贸区板块活跃

的主要因素是消息面上的不断刺激。据悉，继

上海自贸区之后，天津、广东、福建、成都、西

安和重庆等多地均提出申报自贸区，其中，天

津、 广东和福建三地自贸区率先获批的预期

强烈。与此同时，不少上市公司已经开始在自

贸区内布局， 拟利用区内优惠政策并拓展国

际业务。

从区域板块的表现不难发现， 改革红利

覆盖的区域其实“从未走远” ，只需一些催化

剂，就能在金融股“呼风唤雨”的市场中争得

自己的一片“沃土” 。

而今在“赚指数不赚钱”的抱怨声中，“指

数型”上涨已初步显露出乏力的态势，且12月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自贸区获批预

期增强、中央“一号文”预期升温等催化之下，

改革红利料将再度引发市场热潮。 此时受益于

改革红利的其他板块诸如国企改革、 区域振

兴、 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题材大概率接棒金融

股，迎来补涨行情，成为支撑市场的重要力量。

多维度布局“改革牛”

当前，在转型改革推进、无风险利率下行

等因素驱动下，增量资金入市热情空前，“水

涨船高” 行情大概率上演，板块的轮动值得

期待。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主

题投资料将重新盛行。当前，金融热潮尚未消

退、改革红利覆盖区域冷热尚不均匀，却恰好

为布局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此，分析人士建

议投资者从以下几个维度关注改革红利持续

释放带来的布局机遇。

首先，国企改革大潮才刚刚开始。在经济

转型且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的背景下， 盘活

国企资产、 实现国资保值增值对平衡地方政

府资产负债表意义重大。海通证券指出，掘金

国企改革可依循三个逻辑：一是具备“壳” 价

值公司， 即通过被借壳产生的价值重估带动

股价上涨；二是有集团资产注入预期的公司，

获得资产注入可以产生价值重估、 深化改革

红利持续释放，内在价值也在不断提升；三是

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薪酬改革的公司，重

点关注“国企+PE”模式。

其次，区域政策继续推进的机遇丰富。当

前，京津冀、“一带一路” 、海西自贸区、粤港

澳自贸区等一系列政策有望获得实质性推

进，从而引发投资机遇。 以京津冀为例，国信

证券指出， 诸多迹象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战略将再度提速， 建议关注土地储备较多的

公司、区域内具有较多业务的地产公司、基建

公司、港口等，还要关注区域内的环保节能公

司和金融机构。其他相关的区域概念，也可按

照类似的逻辑进行布局。

再次， 土地改革进入政策密集发布期。

1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光大证券

认为，该意见的正式发布，意味着土地改革进

入政策密集期，该主题具备历史背景重大、现

实内涵覆盖多领域、触发因素多等要素，在整

个2015年都应该积极关注。 建议围绕土地改

革、农村发展、沿着土地流转产业链（农地-

种植-农资-消费）选择重点领域，主要有高

效农业、农业信息化、农机自动化、农资物流。

此外，公用事业、铁路基建、核能核电、大

安全等领域也存在良好的布局机遇。 总体来

看，12月的政策将定调明年经济，12月布局

也将为明年的行情“播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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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 2.18 17.64 1,944.57 36,538.54

000750.SZ

国海证券

18.22 6.74 18.78 1,650.00 30,063.00

000728.SZ

国元证券

27.60 5.46 28.79 600.00 16,560.00

601688.SH

华泰证券

24.06 6.70 24.80 500.00 12,030.00

600151.SH

航天机电

10.57 3.93 10.90 1,000.00 10,570.00

600151.SH

航天机电

10.57 3.93 10.90 1,000.00 10,570.00

600792.SH

云煤能源

8.18 -1.92 9.15 1,200.00 9,816.00

000750.SZ

国海证券

18.22 6.74 18.78 480.00 8,745.60

000030.SZ

富奥股份

7.40 -9.98 7.88 1,000.00 7,400.00

600792.SH

云煤能源

8.18 -1.92 9.15 900.00 7,362.00

000728.SZ

国元证券

27.60 5.46 28.79 225.00 6,210.00

600792.SH

云煤能源

8.18 -1.92 9.15 573.74 4,693.19

002297.SZ

博云新材

15.32 1.39 15.75 300.00 4,596.00

000738.SZ

中航动控

17.40 3.14 18.56 250.00 4,350.00

002479.SZ

富春环保

9.31 -3.02 9.75 400.00 3,724.00

002479.SZ

富春环保

9.31 -3.02 9.75 340.00 3,165.40

002544.SZ

杰赛科技

22.27 7.27 22.84 129.00 2,872.83

000728.SZ

国元证券

27.60 5.46 28.79 100.00 2,760.00

000738.SZ

中航动控

17.40 3.14 18.56 150.00 2,610.00

300237.SZ

美晨科技

29.78 -3.00 30.00 83.80 2,495.56

002112.SZ

三变科技

11.90 0.08 11.20 150.00 1,785.00

300131.SZ

英唐智控

25.86 -9.99 27.89 59.76 1,545.46

300137.SZ

先河环保

15.21 -10.00 16.06 100.00 1,521.00

300164.SZ

通源石油

11.00 -6.62 11.68 122.24 1,344.64

300164.SZ

通源石油

11.00 -6.62 11.68 118.90 1,307.90

601688.SH

华泰证券

24.06 6.70 24.80 50.00 1,203.00

600309.SH

万华化学

21.00 9.03 19.32 53.82 1,130.25

600309.SH

万华化学

21.00 9.03 19.32 50.00 1,050.00

600016.SH

民生银行

8.19 -8.90 9.09 112.00 917.28

600369.SH

西南证券

11.59 9.96 11.59 78.07 904.83

600027.SH

华电国际

4.65 -9.53 5.15 194.00 902.10

代码 名称

成交价

（元）

折价率(%)

当日收盘价

（元）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000030.SZ

富奥股份

7.40 -9.98 7.88 5,384.13 39,842.56

000960.SZ

锡业股份

18.79 2.18 17.64 1,944.57 36,538.54

000750.SZ

国海证券

18.22 6.74 18.78 1,650.00 30,063.00

000728.SZ

国元证券

27.60 5.46 28.79 600.00 16,560.00

601688.SH

华泰证券

24.06 6.70 24.80 500.00 12,030.00

600151.SH

航天机电

10.57 3.93 10.90 1,000.00 10,570.00

600151.SH

航天机电

10.57 3.93 10.90 1,000.00 10,570.00

600792.SH

云煤能源

8.18 -1.92 9.15 1,200.00 9,816.00

000750.SZ

国海证券

18.22 6.74 18.78 480.00 8,745.60

000030.SZ

富奥股份

7.40 -9.98 7.88 1,000.00 7,400.00

600792.SH

云煤能源

8.18 -1.92 9.15 900.00 7,362.00

000728.SZ

国元证券

27.60 5.46 28.79 225.00 6,210.00

600792.SH

云煤能源

8.18 -1.92 9.15 573.74 4,693.19

002297.SZ

博云新材

15.32 1.39 15.75 300.00 4,596.00

000738.SZ

中航动控

17.40 3.14 18.56 250.00 4,350.00

002479.SZ

富春环保

9.31 -3.02 9.75 400.00 3,724.00

002479.SZ

富春环保

9.31 -3.02 9.75 340.00 3,165.40

002544.SZ

杰赛科技

22.27 7.27 22.84 129.00 2,872.83

000728.SZ

国元证券

27.60 5.46 28.79 100.00 2,760.00

000738.SZ

中航动控

17.40 3.14 18.56 150.00 2,610.00

300237.SZ

美晨科技

29.78 -3.00 30.00 83.80 2,495.56

002112.SZ

三变科技

11.90 0.08 11.20 150.00 1,785.00

300131.SZ

英唐智控

25.86 -9.99 27.89 59.76 1,545.46

新三板成交额居前股票市场表现

5000点不是梦 中线配置首选蓝筹

□华泰长城期货 尹波

本周上证综指在金融服务类板块的带

领下连续上攻， 相继攻克了2700点、2800

点、2900点， 周五盘中一度摸高至2978.03

点。 与此同时，两市成交量也不断创出历史

新高， 从9149亿到10740亿元，“天量复天

量” 。 全周上证综指和沪深300指数分别上

涨9.5%和11.25%，此外，创业板周内也一度

创出历史新高。 在史无前例的交投热情和场

外资金入场的背景下， 中期来看，A股5000

点或不是梦。

笔者认为， 经济虽然偏弱， 但整体问

题并不大， 其对股市的负面影响也相对有

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2月1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11月制造业PMI数据为50.3%，

预期值为50.5%， 创下近8个月的新低，除

供应商配送指数外， 其他所有分项指数环

比悉数下滑， 而新订单和生产的下降贡献

了PMI指数下滑的绝大部分；11月汇丰制

造业PMI终值为50.0%，与初值持平，为近

6个月的新低，勉强运行于荣枯线位置。 一

方面，原材料采购连续四个月量价齐跌，且

与此同时， 原材料库存也出现了连续两个

月的下降，另一方面，生产指数连续两个月

下降，11月降至52.5%， 为今年5月以来的

最低水平，内外需均偏弱，产成品库存反季

节性下滑，“需求弱，减生产，降库存” 成为

企业的主流选择，企业预期较为谨慎，而在

年内第二低的购进价格水平下，预计PPI将

继续承压， 因此未来降准或进一步降息的

预期都显著升温。

当前国内社会财富资产配置再平衡和国

际资金A股增量配置都已是不可扭转的趋势，

这一巨大的“风口” 之下，国内大盘股相对于

小盘股的估值失衡和国际对比上相对同类股

票低估的蓝筹股无疑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但

在经历了连续两周，尤其是本周的大幅逼空式

上涨后，以券商为代表的部分板块短期正在集

聚风险。

一方面，虽然在实体经济并无亮点而股

市表现抢眼的背景下，券商无疑是最受益的

板块。 按照当前的成交量规模估算，券商业

绩增长3倍，估值提升1倍，股价乐观估计涨6

倍似乎都不为过；而银行股当前平均估值不

足6.5倍，就算涨到10倍也属合理，那么保守

估计，银行股便还有50%的上涨空间。 则上

证综指再涨50%也不为过。 但另一方面，本

来需要一年实现的涨幅在一个月完成，“盛

极而衰” 是需要高度警惕的短期风险，暴涨

之后是不是会有暴跌风险也需要投资者特

别注意。

受到改革稳步推进、 无风险利率下行

和经济平稳运行的支撑， 在国内社会财富

资产配置再平衡和国际资金A股增量配置

这一巨大的“风口” 下，A股将迎来一轮系

统性的重估。 而国内大盘股相对于小盘股

的估值失衡和国际对比上相对同类股票低

估的蓝筹股无疑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中期

来看，市场向好的趋势不可扭转，但短期来

看， 涨幅过大且涨速太快，“盛极而衰” 的

风险需要高度警惕。在投资品种的选择上，

低估值高分红的蓝筹股无疑是中线配置的

首选， 但近期或许需要耐心等待低吸的机

会。 短线投资者则可适当关注中小盘和滞

涨股的补涨机会。期指操作策略上，在经历

连续大涨之后， 再加上当前极不合理的期

现价差水平和盘中频繁出现的剧烈震荡，

追高做多风险较大， 但在无法预测市场非

理性疯狂会演绎到何种极端程度的情况

下，做空更是要慎之又慎，当前可重点关注

正向期现套利的机会。

近期以来，在指数迭创新高的同时，沪深两市的成交额不断刷

新历史天量纪录，牛市的车轮滚滚而来。 但与此同时，不少投资者

感叹“满仓踏空”，赚指数不赚钱的特征明显。 本系列拟从改革红

利、挺进中盘股、补涨概念和高送转四个角度，为投资者梳理后市

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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