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牛寻金（二）

“大象”暂休息 “小象”迎机遇

本报记者 张怡 近期A股市场“让人欢喜让人忧” ，

喜的是逼空式大涨格局牛气冲天， 让人对未来充满遐

想；而忧的是，由以金融股为代表的大盘蓝筹股主导的

“指数型” 大涨抑制了很多中小盘股的涨势，个股分化

格局严重，“满仓踏空”的投资者不在少数。 而今“大象

跳舞”初现疲态，后市如果进入震荡，资金分流料将真正

激活市场赚钱效应。 分析人士指出，考虑到目前小盘股

大多估值仍然高企，中下游行业的“小象”———二线蓝

筹股往往在牛市换挡期能够体现出显著超额收益。

分化加剧 大象初现疲态

近期A股的疯狂演绎中，市场看点除了“大象跳舞”

引起的“天量天价” 被频频刷新外，还有“二八分化” 的

日益加剧。当前股市的强势行情，几乎完全为金融股“自

导自演” ，其他大多数行业和个股都成为“配角” 和“群

众演员” 。

上周五个股的分化格局尤其明显，除了金融股和受

利好消息刺激的国防军工这两大板块外，其他板块悉数

下跌，八类股票开始呈现出停止跟涨、逆势调整的态势。

据Wind数据，上周五A股中，收盘实现上涨的个股仅有

361只，而出现下跌的个股则多达1951只。

而拉长时间段来看， 个股之间涨势差异也十分大。

上周上证综指放量大涨9.50%， 而同期涨幅超过这一数

值的个股数目仅有257只，占比仅为十分之一；11月20日

以来，上证综指从2440点附近开始强势逼空，至上周五

收盘于2937.65点， 涨幅达到20.40%； 而同期涨幅超过

20%的个股仅有239只， 其中包含今年以来上市的次新

股17只。

从涨幅居前的个股来看， 剔除上述次新股之后的

222只个股的平均自由流通市值高达595.13亿元。 其中，

非银金融、房地产、机械设备和银行板块的个股数目居

前，分别达到29只、25只、17只和16只，其中所有的上市

券商股和上市银行股全部入选。 此外，有色金属、计算

机、采掘、公用事业和商业贸易行业个股也均超过了10

只。

当前， 这种分化格局的演绎已经引发较大的争议。

这从上周五中小盘股普遍回调、沪深两市成交额超过万

亿元可见一斑。 分析人士指出，“指数型”上涨情况下成

交额的暴增一方面凸显出市场资金充裕的强势格局，但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资金对短期市场的分歧在加剧。当前

沪综指已经逼近3000点整数关口，从逼空转向高位震荡

的概率也越来越大。

提前布局 “小象”起舞存机遇

兴业证券表示，大盘股是“风口上的猪” ，趋势在时

往往一鼓作气十分猛烈，但价值重估过程中会不断出现

“天花板阻力” ，因此快涨之后是较长时间休整。 分析人

士指出，如果市场格局由“指数型” 上涨切换至大盘宽

幅震荡，则资金的分流大概率能真正激活市场的赚钱效

应，前期涨幅有限估值合理的“小象”———中盘股大概

率接棒，迎来丰富的补涨机遇。

在改革提升市场风险偏好、无风险利率下行推升估

值和资金入市的情况下，不管是强攻还是震荡，市场中

期强势格局并不会被轻易改变。 此时，权重股一旦出现

宽幅震荡， 积极涌入市场的资金大概率将出现分流，由

此带来的溢价效应不可小觑，届时不少“八” 类股票将

迎来走强契机。 考虑到当前市场风格偏向蓝筹，且小盘

股的估值依然偏好，“小象”———二线蓝筹股大概率成

为资金蓄水池。 从历史经验看，中下游行业的二线蓝筹

股往往在牛市换挡期能够体现出显著超额收益，值得重

点关注。

而今成本的趋降也大概率支撑这种逻辑。 兴业证券

则指出，2014年上游煤炭、原油价格下跌，需求增速相对

平稳的中下游行业受益成本下降，毛利率提升；2015年，

煤炭、原油价格受制于产能过剩和需求低迷难有明显提

升，因而中下游行业继续享受低成本。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 在低估值高分红的价值股中，

增量资金优先选择的是股票筹码分布离散度较高的板

块，因而银行、交运先表现；其次，同样具备低估值高分

红属性，且股票筹码分布离散度次高的板块将会续接银

行的行情，继续成为增量资金偏好的主力，重点建议关

注房地产及链条上的建材、煤炭、钢铁、家电和汽车等，

筹码分布较为集中的板块如食品饮料和医药则排在后

面。

全球主要股指 最新收盘

一周涨跌

%

年初以来

涨跌%

动态

市盈率

成分股市值

（百万美元)

道琼斯工业指数

17900.10 0.40% 7.98% 16.06 5115387.57

纳斯达克指数

4769.44 -0.46% 14.19% 20.35 7687474.98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2071.92 0.21% 12.10% 17.59 19084586.54

英国富时

100

指数

6719.88 -0.04% -0.43% 13.94 2895263.90

法国

CAC40

指数

4381.41 -0.20% 1.99% 14.70 1445425.36

德国

DAX

指数

9980.28 -0.01% 4.48% 13.98 1201670.33

日经指数

17920.45 2.64% 10.00% 19.47 2770826.20

南非约翰内斯堡

综合指数

49567.97 -0.69% 7.16% 10.56 866959.18

沙特阿拉伯

TASI

综合指数

8957.63 -8.14% 4.94% 14.86 471009.52

意大利

FTSE MIB

指数

19802.51 -1.06% 4.40% 15.23 494461.96

巴西证券交易所

BOVESPA

指数

51426.87 -5.92% -0.16% 11.75 651425.55

印度孟买交易所

Sensex

指数

28496.27 -0.69% 34.60% 17.33 756020.99

越南

VNI

指数

578.76 2.15% 14.69% 48884.49

泰国股指

1597.76 0.24% 23.03% 16.05 444567.76

马来西亚股指

1749.37 -3.93% -6.30% 16.03 290983.41

菲律宾股指

7230.56 -0.87% 22.76% 20.96 186518.55

韩国综合指数

1986.62 0.29% -1.23% 12.01 1054727.86

台湾加权指数

9206.57 0.21% 6.91% 14.29 859884.84

恒生指数

24002.64 0.06% 2.99% 10.45 1881354.45

恒生国企指数

11600.48 4.08% 7.25% 7.78 710970.44

沪深

300

指数

3124.88 11.25% 34.11% 14.69 3153553.33

上海综合指数

2937.65 9.50% 38.83% 11.27 3486201.19

上证

B

股指数

279.47 0.72% 10.19% 14.73 17810.00

深圳成分指数

10067.28 11.83% 23.95% 15.08 291702.16

深圳成分

B

股指数

6429.94 2.03% 13.12% 10.016 6756.94

■ 责编：王威 美编：马晓军 电话：

010－63070231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12月8日 星期一

市场新闻

arket�News

A1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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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筹行情将延续 “五朵金花”料相继绽放

□长城证券 张勇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继续上演强劲

的逼空行情。 在蓝筹股的带动下，上证

综指相继突破了2800点和2900点指数

关口，并且剑指3000点整数大关。 但同

时， 多数小盘股则遇冷回落， 投资者

“满仓踏空” 并非个别现象。 展望年底

收官走势，在货币政策继续放松、金融

创新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蓝筹行情仍将

延续。

首先，货币政策持续宽松，降息降

准预期也十分强烈，股市的投资价值凸

显。 此前公布的经济数据表明，四季度

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在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 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

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本周将会有

11月份的多项重要经济数据公布，市

场普遍预计11月CPI同比增速为1.7%，

PPI同比增速为-2.4%， 工业增长为

7.5%，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则为15.7%。

从货币政策看，央行前期“意外” 降息

拉开了货币宽松的序幕，预计未来货币

政策仍有进一步放松的可能。从目前的

利率水平看，无论是短期银行间拆借利

率，还是理财产品收益率，都呈现稳步

下行态势，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股市的投

资价值。

其次， 金融创新与改革继续为大

盘蓝筹股提供了持续上涨动力。 沪港

通的开通为券商股的上涨点燃了第一

把“火” ，而持续的金融创新也为券商

股的业绩增长提供了新模式， 融资融

券、 股权质押融资为券商业绩增长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加上沪深两市成

交迭创新高， 佣金费率下滑的负面影

响不仅被完全对冲， 业内普遍预测券

商股的业绩增速将维持在40%以上。

根据11月份公布的上市券商的经营数

据， 中信证券单月利润超过了9亿元，

券商在牛市行情中无疑是最大受益

者。 此外，日前证监会公布了《股票期

权交易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及其相关指引，意味着A股市场的股票

期权交易正式进入倒计时， 股票期权

对于券商的影响远大于沪港通， 如果

券商股受到利好持续上攻，则“五朵金

花” 料也会相继绽放，从而再现2007

年牛市的辉煌。

最后，压抑已久的居民投资热情得

以迸发，大盘蓝筹股受到了资金的广泛

追捧。 回顾2007年上证综指见顶6124

点以来下跌，跌幅最大的板块为非银金

融、地产、有色、煤炭等周期股，而中小

板、创业板为代表的小盘股，最近两年

股价则先于主板启动，并已持续走高多

年。 如今蓝筹股行情启动，普通投资者

的投资热情再度被激发，且大盘蓝筹股

的上涨在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的

同时，赚钱效应也最为显著，进而对居

民储蓄入市起到了极大的号召作用。

因此，A股市场已经在11月份开始

切换到蓝筹股引领的牛市阶段，在成长

股领跑近两年后，大盘蓝筹股重新“执

掌帅印” ，成为主流领涨板块。 在运行

趋势上看，“牛市不言顶” ，目前上证综

指重要的阻力位为2009年高点3478

点，但间隔已有五年多，故阻力未必太

大。 在上行趋势未被破坏前，继续坚定

看好本轮牛市行情，而不可轻易根据天

量判断天价。而且目前是资金推动型牛

市，且主攻大盘蓝筹，指数上涨动辄百

点，增加了指数的预测难度。

在投资策略上，继续建议“抓大放

小” ，并及时调整持仓结构，增加蓝筹

配置。 目前以金融为龙头的 “五朵金

花” 相继绽放，并且呈现出显著的轮动

特征。 如参考2007年牛市轨迹，从配置

优先顺序，应该是金融、地产、有色、煤

炭、钢铁。 如果再结合估值以及业绩预

期，金融板块则是优中选优，其中，券商

是牛市的最大受益者，保险也可以分一

杯羹，银行有着低估值优势，所以建议

投资者继续重配金融，适当辅以其他周

期蓝筹。当然，主题投资也会不甘寂寞，

借助蓝筹调整间隙有所表现，但把握难

度较大，投资者应观望为宜。

国盛证券：

把握改革和转型机会

□本报记者 张玉洁

12月6日， 第八届中江国际论坛暨国盛证

券2015年投资策略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中江国

际集团董事局主席、 首席经济学家裘强表示：

“A股新一轮牛市已经到来。 ” 在投资策略方

面， 国盛证券研究所所长兼首席研究员周明剑

认为， 应关注经济转型背景下相关行业的投资

机会，其中互联网、医疗以及新能源均值得重点

关注。

大级别牛市来临

对于2015年A股市场， 与会专家预测大

级别的牛市已经来临。 “中国新一轮牛市已

经到来，而且必将延续。 ” 裘强指出，首先，今

年以来监管层推出了多项政策推进金融改革

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这些利好政策的正面

影响预计将在2015年持续发酵，且2015年政

策也将会给股市注入更多活力；其次，中国从

上一轮牛市到现在的7年时间内，股市的走势

与国内增长态势并不完全匹配；再次，新国九

条的出台、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沪港通的开启

等改革措施， 使A股市场的投资环境不断改

善；最后，股指期货等投资也使得A股将强者

恒强。 他同时表示，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繁荣，

对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有着不可忽视的带动作

用。 他呼吁多出台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政

策， 存款准备金可降低到股市下跌前18%以

下的水平，并继续实施降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

所副所长李佐军指出，中国经济应通过改革、转

型、创新、探险等途径实现向“新常态” 平稳过

渡，从要素投入、制度变革、结构优化等方面寻

找增长的新动力。

关注金融改革和经济转型下的投资机会

在2015年投资策略方面， 机构投资者认

为，投资者应重点关注，在经济转型和改革背景

下，金融领域改革，健康产业升级以及大消费领

域中蕴含的众多投资机会。

周明剑建议， 投资者关注改革和经济转型

带来的投资机会， 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其

中， 非银行金融以及企业重组并购机会成为首

选；此外，长期而言，随着核能和电动车行业的

进一步发展， 新能源战略也将成为较为合理的

投资标的。

长信内需成长股票基金经理兼研究发展

部总监安昀表示，明年宏观经济增速难有较大

的亮点，流动性也将趋紧，由此传统行业或受

到抑制。 其中，房地产投资已接近行业顶部，制

造业投资回报率也处于低位，而基建投资则缺

乏融资。 且目前市场上获追捧的改革概念和并

购重组概念利好兑现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因

此，大健康和大消费领域相对更值得看好。 在

配置建议上， 他重点看好医疗器械国产化、生

物仿制药领域；另外，预调鸡尾酒、上海迪斯

尼、跨境电商、移动营销等消费升级角度也存

在配置思路。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则较

为看好军工、 核电、TMT以及健康产业。 他认

为，在5到15年内，军工将成为国家真正技术创

新需求的来源； 在解决能源瓶颈和大气污染方

面，核电有望得到大发展；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的

关注，大健康产业未来空间巨大。 此外，移动互

联在改造投资、生产、消费及日常生活细节方面

也潜力巨大。 预计未来健康产业将取代房地产

产业， 互联网则将取代银行业， 成为中国排名

2、3位的支柱性的产业。

分化加剧 震荡概率加大

近期A股的疯狂演绎中， 市场看

点除了“大象跳舞” 引起的“天量天

价” 被频频刷新外，还有“二八分化”

的日益加剧。当前股市的强势行情，几

乎完全为金融股“自导自演” ，其他大

多数行业和个股都成为 “配角” 和

“群众演员” 。

上周五个股的分化格局尤其明

显， 除了金融股和受利好消息刺激的

国防军工这两大板块外， 其他板块悉

数下跌， 八类股票开始呈现出停止跟

涨、逆势调整的态势。 据Wind数据，

上周五A股中， 收盘实现上涨的个股

仅有361只， 而出现下跌的个股则多

达1951只。

而拉长时间段来看， 个股之间涨

势差异也十分大。 上周上证综指放量

大涨9.50%， 而同期涨幅超过这一数

值的个股数目仅有257只， 占比仅为

十分之一；11月20日以来， 上证综指

从2440点附近开始强势逼空，至上周

五 收 盘 于 2937.65 点 ， 涨 幅 达 到

20.40%；而同期涨幅超过20%的个股

仅有239只， 其中包含今年以来上市

的次新股17只。

从涨幅居前的个股来看，剔除上

述次新股之后的222只个股的平均自

由流通市值高达595.13亿元。 其中，

非银金融、房地产、机械设备和银行

板块的个股数目居前， 分别达到29

只、25只、17只和16只，其中所有的上

市券商股和上市银行股全部入选。 此

外，有色金属、计算机、采掘、公用事

业和商业贸易行业个股也均超过了

10只。

当前， 这种分化格局的演绎已经

引发较大的争议。 这从上周五中小盘

股普遍回调、 沪深两市成交额超过万

亿元可见一斑。 分析人士指出，“指数

型” 上涨情况下成交额的暴增一方面

凸显出市场资金充裕的强势格局，但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资金对短期市场的

分歧在加剧。 当前沪综指已经逼近

3000点整数关口，从逼空转向高位震

荡的概率也越来越大。

■

金牛寻金（二）

补涨潜力大 “小象” 迎机遇

□本报记者 张怡

近期A股市场 “让人欢喜

让人忧” ， 喜的是逼空式大涨

格局牛气冲天， 让人对未来充

满遐想；忧的是，以金融股为代

表的大盘蓝筹股主导的 “指数

型” 大涨抑制了很多中小盘股

的涨势，个股分化严重，“满仓

踏空” 的投资者不在少数。 分

析人士指出， 目前小盘股大多

估值仍然高企， 中下游行业的

“小象” ———二线蓝筹股往往

在牛市换挡期能够实现显著超

额收益。

提前布局 “小象”补涨潜力大

兴业证券表示，大盘股是“风口

上的猪” ， 趋势在时往往一鼓作气十

分猛烈，但价值重估过程中会不断出

现“天花板阻力” ，因此快涨之后是

较长时间休整。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

市场格局由“指数型” 上涨切换至大

盘宽幅震荡，则资金的分流大概率能

真正激活市场的赚钱效应，前期涨幅

有限估值合理的“小象”———中盘股

大概率接棒，迎来丰富的补涨机遇。

在改革提升市场风险偏好、无风

险利率下行推升估值和资金入市的

情况下，不管是强攻还是震荡，市场

中期强势格局并不会被轻易改变。 此

时，权重股一旦出现宽幅震荡，积极涌

入市场的资金大概率将出现分流，由

此带来的溢价效应不可小觑， 届时不

少“八”类股票将迎来走强契机。考虑

到当前市场风格偏向蓝筹， 且小盘股

的估值依然偏好，“小象”———二线蓝

筹股大概率成为资金蓄水池。 从历史

经验看， 中下游行业的二线蓝筹股往

往在牛市换挡期能够体现出显著超额

收益，值得重点关注。

而今成本的趋降也大概率支撑这

种逻辑。 兴业证券则指出，2014年上

游煤炭、原油价格下跌，需求增速相对

平稳的中下游行业受益成本下降，毛

利率提升；2015年，煤炭、原油价格受

制于产能过剩和需求低迷难有明显提

升，因而中下游行业继续享受低成本。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 在低估值高

分红的价值股中， 增量资金优先选择

的是股票筹码分布离散度较高的板

块，因而银行、交运先表现；其次，同样

具备低估值高分红属性， 且股票筹码

分布离散度次高的板块将会续接银行

的行情， 继续成为增量资金偏好的主

力， 重点建议关注房地产及链条上的

建材、煤炭、钢铁、家电和汽车等，筹码

分布较为集中的板块如食品饮料和医

药则排在后面。

■

新三板观潮

做市商提升

新三板股权质押融资活跃度

□广州证券 欧阳鑫

上周新三板中的做市转让成交较此前小幅回落，成交量及成

交额分别为1993万股、1.61亿元。 上周新增了6家做市企业，分别

为天阶生物、豪威尔、嘉达早教、太尔科技、美佳新材和领信股份，

其中太尔科技首周便领跑，周涨幅达623%。自新三板做市交易启

动以来，股转系统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为股权质押融资创造了

较好的先决条件， 由此挂牌公司的股权质押数量也逐渐上升，为

挂牌公司提高经营资本及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交投小幅降温 做市股添六“新丁”

上周新三板做市转让市场成交量与成交金额有所下滑。 全

周股转系统共成交5.29亿元、1.28亿股，其中做市交易总成交量

为1993万股，占新三板总成交量的15.6%，环比下降了6.2%；总

成交额为1.61亿元，占新三板总成交额的30.43%，环比下降了

25.4%。目前新三板采取做市转让方式的企业共83家，上周新增

了6家做市企业，分别是天阶生物、豪威尔、嘉达早教、太尔科

技、美佳新材和领信股份，其中周涨幅最大的为太尔科技，周涨

幅达623%。

个股表现方面，全周新三板共有31只股票上涨，8只平盘，43

只下跌。 其中，跌幅超10%仅2只，共有7只个股涨幅超过了10%。

涨幅前五名的股票为太尔科技、领信股份、豪威尔、麟龙股份、方

林科技，分别上涨623.0%、160.0%、34.0%、29.4%、16.3%。跌幅前

五名的股票则为红豆杉、点点客、万通新材、九恒星、沃捷传媒，分

别下跌14.5%、11.4%、8.5%、7.8%、6.8%，个股走势出现分化。

成交量方面，做市商转让中成交量排名前两位的股票是行悦

信息和天弘激光，成交量分别为512万股和213万股。 前四周成交

量异常活跃的行悦信息上周的成交量重新回归第一。 与此同时，

有32只股票的成交量高于10万股，15只股票出现成交量低于1万

股的情况。

做市商做活股价

股权质押融资日益活跃

新三板挂牌企业在进行股权质押融资时常会碰见企业信息

透明度不高，股权流动性差，难以进行有效估值的问题。 未采用

做市商交易时，挂牌企业的股票价格交易相对不活跃，价格不连

续，难以得到质押人的认可，从而使得股东以股权质押的融资方

式难以实现。而且在股转中心挂牌的企业均为中小微企业，在业

务快速发展， 公司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 其融资需求也相对较

大，但融资渠道相较于主板公司更少，故股权融资为其重要的融

资渠道之一。 从8月份做市商制度实施以来的交易数据可以看

出， 做市商制度的推出为股转系统的交易活跃度带来了极大的

提升，使市场流动性明显增强，同时股票价格的连续性也得以提

高，估值更容易被融资机构所接受，从而为股权质押融资创造了

很好的先决条件。

由此，股权系统挂牌公司股权质押数量也逐渐上升。据统计，

截至2014年11月末，股转中心挂牌公司在今年已经进行127笔股

权质押融资，而2013年同期仅有39笔。从2014年逐月股权质押笔

数来看，自今年5月份以来，挂牌公司股权质押笔数快速上升，每

月成交9至23笔，数量较1-4月份明显增加。而从股权质押的行业

分布来看， 信息技术型企业占比最大， 总共进行了63笔股权质

押。从股权质押融资的质押人来看，银行仍旧占主要地位，占比约

为50%。但是随着挂牌公司的股权价值逐渐受到认可，券商，担保

公司等金融机构也会逐渐成为重要的质押人。

从股转系统挂牌企业的行业分布可以看到，高新技术型企业

占据了很大的席位，而高新技术型企业的特征就是轻资产，其企

业价值核心在于科研能力，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 股权质押融资

将能够有效的让挂牌公司在其他统融资渠道（银行贷款，债券发

行等） 难以获取资金但是又暂时不愿出售公司股权的情况下进

行融资以保证公司的持续发展。 在这样的一个转变中，做市商功

不可没，连续的市场交易价格和增强的流动性是股权质押融资不

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因而股权质押融资的逐步推进和被金融机构

逐渐接受将有助于提高挂牌公司的经营资本，为其快速发展提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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