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名称 现价 5日涨跌幅 5日成交额（元） 20日涨跌幅 年初至今 流通市值（元） 市盈率(TTM)

430719.OC

九鼎投资

19.29 42.36% 2,195,300,761 72.69% 391.26% 62278488259 276.42

831319.OC

绿蔓生物

11.4 280.00% 406,290 -38.38% -38.38% 18525000 73.51

831662.OC

搜才人力

750.00% 8,500 750.00% 750.00% 13090000 18.36

430272.OC

世富环保

8 692.08% 1,440,000 0.00% 0.00% 51071000 24.50

832043.OC

卫东实业

4.08 -1.69% 3,761,320 -18.56% 13.97% 325162401 215.29

430103.OC

天大清源

26 543.56% 19,470,643 23.81% 100.00% 970939398 44.57

430070.OC

赛亿科技

7.42 634.65% 194,600 642.00% -19.78% 67039700 436.42

430393.OC

三景科技

20 443.48% 100,000 25.00% 344.44% 277520000 58.13

430627.OC ST

页游

501.00% 135,420 -39.90% -35.03% 28941456 -4.63

831519.OC

百正新材

361.54% 10,500,000 0.00% 130.77% 139999998 51.43

830783.OC

广源精密

219.60% 1,274,690 247.39% 432.67% 112119675 259.46

831872.OC

宏微科技

8.1 201.12% 1,358,560 0.00% 201.12% 290777445 49.19

430444.OC

昆拓热控

140.00% 654,500 -64.18% 140.00% 150366000 50.14

430128.OC

广厦网络

14.7 298.37% 7,779,140 298.37% 298.37% 183955771 25.69

830835.OC

南源电力

0.00% 5,891,990 0.00% 0.00% 57637499 9.04

430403.OC

英思科技

14.83 171.12% 91,370 155.92% 477.24% 65132248 41.41

830899.OC

联讯证券

5.05 7.91% 366,797,650 -10.78% 48.53% 8176190986 194.84

831139.OC

江西广蓝

11.19 36.46% 1,481,000 39.01% 65.53% 7021725 122.08

430605.OC

阿科力

18 176.92% 48,600,000 176.92% 176.92% 576877500 43.73

831506.OC

昌信农贷

3.1 -31.11% 9,364,720 -38.00% -52.31% 134333332 22.32

831816.OC

兴锐科技

7.7 140.63% 269,320 140.63% 140.63% 106260000 24.04

430139.OC

华岭股份

14.47 33.24% 3,614,590 -27.91% 233.27% 989788198 48.64

832155.OC

卫东化工

150.00% 120,000 -13.04% 0.00% 138048900 85.67

830798.OC

中外名人

25.6 44.31% 2,306,740 8.47% 96.92% 844251418 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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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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券商最新策略观点

■ 评级简报

汤森路透全球主要股市估值和表现对比表

三因素度量大盘“新征程”

□

本报记者 李波

持续的二八分化后， 上周五大盘蓝筹股强

势启动，助力沪综指刷新七年新高。 主板的量价

齐升和创业板的高位巨震透露出资金调仓迹

象，风格天平再度摇摆。 分析人士指出，大盘蓝

筹股此番能否摆脱“脉冲”魔咒，开启新一轮上

涨行情， 取决于三因素： 一是量能能否持续放

大；二是政策利好的刺激密度；三是金融、建筑

等龙头品种的表现。 而大部分主流机构认为，蓝

筹股行情值得期待，成长股难以熄火，但短期调

整压力增大，建议选取改革主线，大小通配。

三因素决定蓝筹行情力度

4月底以来，以“中字头” 为代表的大盘蓝

筹股曾持续下挫，虽然在沪综指4100点附近止

跌，但反弹力度有限。 中小创高歌猛进，持续担

当市场主角。 上周二，券商股带动沪综指大涨，

引发风格切换猜想，但次日券商股领跌，蓝筹

行情昙花一现，再度被中小创抢去风头。 上周

五，沪综指跳空高开后强势反弹，创出七年新

高，中小创则逆市微跌，风格天平再度摆动。

从上周五市场表现来看， 沪综指放量大

涨，创业板天量巨震，这释放出一定的资金调

仓信号。 市场运行规律显示，主要指数中长期

具有趋同性，从这一角度看，创业板在持续脱

离主板大涨后，二者存在较大的回归动力。 鉴

于当前创业板强势格局难撼，风格不会出现激

烈反转，主板和创业板的走势回归很可能以主

板反弹、创业板震荡的形式进行。 因此，短期

大盘蓝筹股领衔的主板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此番反弹能否打破“脉冲”魔咒？ 分析人

士认为取决于三重因素。

一是量能能否持续放大。 当前流动性较

为宽松， 但此前增量资金源源不断追逐中小

创。 后市增量资金能否持续流入大盘蓝筹股，

直接决定其反弹力度和高度。沪市量能是直接

观测指标，如量能持续放大，将打破“天量天

价” 隐忧，推升股指向上拓展空间。

二是政策利好的刺激密度。 继 “一带一

路” 之后，一系列稳增长刺激政策以及《中国

制造2025》 成为蓝筹股新一轮主题投资的契

机，其细分政策措施和落地推进情况决定相关

品种的表现。 如果相关产业利好密集出台推

进，有望对冲经济下行、去杠杆等利空因素，助

推蓝筹股启航；如果利好刺激仅停留在预期层

面，则难免重回“脉冲”困局。

三是金融、建筑等龙头品种的表现。其中，

以券商为代表的金融股是本轮牛市的领头羊

和行情风向标，而建筑则是前期领跌板块和调

整重灾区。这两大品种的走势将对市场情绪和

投资心态带来较大影响，从而决定了大盘行情

的高度和持续性。

风格回归 大小通配

从最新机构观点来看，对于市场风格会否

切换分歧较大。 大部分机构认为，蓝筹股有望

展开阶段性反弹， 主板新一轮上涨值得期待；

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不会熄火，但上行脚

步可能放缓。 建议投资者调整持仓结构，大小

通配，同时注意风险，降低杠杆。

银泰证券认为，A股整体乐观趋势仍将延

续，沪深主板料将进入新一轮的上升行情；而中

小板、 创业板在经过前期的连续大涨后预计上

行节奏将明显放缓， 但出现显著回调的可能性

依然较低。 申万宏源认为，大盘后市有望继续震

荡走强，投资者可顺势而为，但操作上不宜再加

杠杆，以防盛极而衰的小概率事件发生。 西南证

券认为，本周为5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周，6月份

新股发行批文中，若出现中国核电，资金将加速

流向沪市，造成沪强深弱分化加剧。 东吴证券对

于风格切换则更为坚定， 其认为短期市场风格

或回归二八，投资者需跟随趋势，在适当加大权

重仓位的同时逐步减持中小盘个股。

总体来看，随着大盘创出新高，引发风格

回归预期，对于前期涨幅过大的题材股可以适

当兑现利润， 同时逢低介入调整进入尾声、具

有补涨潜力的个股。 投资者关注两条主线：一

是受益稳增长和改革利好刺激的高铁、 核电、

特高压、新能源、中国制造2025等主题；二是

前期跌幅较大的国企改革概念股，部分“中字

头” 阶段跌幅较大，有望迎来补涨。 而随着大

盘创出新高，以及新一轮IPO的启动，震荡料

加大，操作上应控制仓位，不盲目追高。

汤森路透表格（配头

■ 新三板观潮

三板成指跑赢做市指数

□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新三板中共有641只个股发生交易，

合计成交额为63.07亿元，日均成交额超过了12

亿元，整体来看较此前一周明显回暖。值得关注

的是， 由于协议转让股成交更为活跃、 涨幅更

大、波动也更为剧烈，市场热度明显大过做市转

让股， 由此三板成指表现明显好于三板做市指

数，一涨一跌形成背离。

不过， 当前监管机构对新三板异常交易的

监管趋严态势下， 不少异常交易的个股遭到调

查，这也使得前一段时间新三板整体交投降温，

而涉及的个股近期表现依旧正常但相对收敛，

这对市场长远发展有好处。

做市指数与成指背离

指数层面来看， 上周三板成指一周微涨

1.70%，收于1774.34点，延续上前一周的小幅

回暖态势； 成交额为42.33亿元， 较前一周的

32.19亿元明显提升。 而相反，三板做市指数却

一周下跌了4.69%至1862.31点，周线并未在前

一周微涨的基础上继续回暖， 下挫态势并未止

步，上周的成交额为12.04亿元，较前一周的14

亿元也有所缩减。

实际上， 上述背离主要系协议股成交更为

活跃和涨幅更大所致。

涨跌幅来看， 上周发生交易的个股中共有

217只个股实现上涨，334只个股下跌， 整体来看

依旧涨少跌多。 其中，安而发和搜才人力涨幅分

别达到了1900%和750%，位居前两名；世富环保

和赛亿科技的股价涨幅分别为692%和634%；天

大清源和ST页游的涨幅也均超过了5倍。 值得关

注的是，上述6只个股均为协议转让股。 此外还有

20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一倍。 相反，环宇建工、维

信通和食安科技的跌幅均超过了九成。

从股价上来看， 卡姆医疗和康复得是新三

板中仅有的两只百元股， 股价分别为128.42元

和103元；同时，奥威云网、艾融软件和融智通

等10只个股的股价也分布于50-80元之间不

等，总体处于相对较高的区间。 而上述12只个

股均为协议转让股。而环宇建工、盛世股份和展

唐科技的股价分别仅为0.2元、0.5元和0.91元，

是仅有的三只不足1元的个股。

从波动上来看， 新三板振幅较大的个股层

出不穷，其中以协议转让股居多。 上周，九鼎投

资和绿蔓生物的5日振幅均超过了870%，其中

九鼎投资最低下摸0.01元，最高触及118.10元；

绿蔓生物最低价下探至3元，最高为29.10元，不

过相对于九鼎投资的活跃成交， 绿蔓生物上周

合计仅成交了41万元。 此外还有搜才人力、世

富环保和卫东实业等49只个股上周的振幅超

过了100%。

监管趋严 异动收敛

尽管新三板市场成交在逐步回暖，但是监管

加强的态势仍在延续。 5月18日， 九鼎投资公告

称，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这是新三板第五起因异常交易被证监会调查案

件。 上海证券认为，新三板监管趋严传递出一个

信号， 即监管重拳已伸向各个违法违规高发领

域，覆盖各类市场主体，而对新三板违法违规的

打击也成为证券监管转型的下一个试验田。

实际上，进入5月份以来，已先后有多家新

三板挂牌公司被证监会调查或立案， 除了九鼎

投资外，涉嫌股票异常交易的还有中海阳、国贸

酝领、中科招商和奥美格，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

规的现代农装、华泰集团、春茂股份等。 不难发

现，其中异常交易个股的占比较大，而九鼎投资

和中科招商均未挂牌新三板的私募股权机构。

而此前在3月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已集中通报了数家新三板公司异常交易，以超

高价格成交的涉及协议转让股票华恒生物、中科

软、冰洋科技、新网程、联宇技术、昌信农贷、富机

达能、同辉佳视等8只；超高价格申报涉及九鼎投

资、华恒生物、中科软、车头制药等61只协议转让

股票。 当前从上述公司股价表现来看，除了九鼎

投资外，其余个股的股价波动有所收敛。

从成交活跃度来看， 九鼎投资以5个交易日

21.95亿元的成交额位居排行榜首位，遥遥领先于

其他个股；同时，中科招商、联讯证券和金达莱的

5日成交额也均超过了亿元， 分别为4.16亿元、

3.67亿元和1.34亿元。 此外，中海阳、建装业、恒神

股份、维珍创意、张铁军和苍源种植的成交额也

均超过了5000万元。上述个股是新三板中上周表

现较为活跃的个股。 相反，中天超硬、安达科技和

快乐传媒等10只个股的成交额均未超过万元。

新三板表格（配二条）

全球主要股指 最新收盘

涨跌

(1周)%

年初以来

涨跌%

动态

市盈率

市净率

成分股市值

（百万美元)

道琼斯工业指数

18285.74 0.07% 2.60% 16.28 3.20 5656409.42

纳斯达克指数

5090.79 0.84% 7.49% 19.58 3.87 8275178.42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2130.82 0.38% 3.49% 17.58 2.79 19653016.95

英国富时

100

指数

7045.24 1.22% 7.30% 16.70 1.85 3044310.21

法国

CAC40

指数

5137.30 2.87% 20.23% 16.53 1.62 1539109.62

德国

DAX

指数

11859.10 3.60% 20.94% 14.90 1.95 1278347.59

日经

225

指数

20264.41 2.69% 16.12% 19.60 1.89 3110171.18

南非约翰内斯堡综合指数

54241.42 0.39% 8.98% 11.36 1.36 904188.20

沙特阿拉伯

TASI

综合指数

9768.09 0.38% 17.22% 17.21 2.31 570043.88

意大利

FTSE MIB

指数

23730.11 1.09% 24.82% 17.60 1.25 542156.04

巴西证券交易所

BOVESPA

指数

55112.05 -3.73% 10.21% 13.26 1.40 603571.71

印度孟买交易所

Sensex

指数

27970.55 2.37% 1.71% 17.24 3.38 721991.46

越南

VNI

指数

561.82 4.54% 2.97% 1.77 46862.08

泰国股指

1524.71 0.83% 1.81% 15.36 2.17 425875.00

马来西亚股指

1787.50 -1.35% 1.49% 16.31 2.05 286841.38

菲律宾股指

7810.17 -0.91% 8.02% 20.30 2.95 202567.18

韩国综合指数

2122.81 0.77% 10.82% 10.98 1.31 1167146.52

台湾加权指数

9638.80 0.62% 3.56% 13.31 1.74 917278.73

恒生指数

27992.83 0.61% 18.59% 14.02 1.60 2196284.45

恒生国企指数

14433.36 3.02% 20.43% 10.02 1.48 889212.71

沪深

300

指数

4951.33 7.23% 40.12% 21.92 4.12 4841105.59

上证指数

4657.60 8.10% 43.99% 17.46 2.61 5518058.46

上证

B

股指数

492.49 8.82% 69.38% 2.49 29741.51

深圳成分指数

16045.80 9.19% 45.68% 17.95 2.87 398546.44

深圳成分

B

股指数

9364.54 0.52% 40.33% 11.14 2.52 9830.89

凤凰传媒（601928）

在线教育资源整合序幕拉开

凤凰传媒全资子公司凤凰数媒拟现金收购

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凤凰学易51.80%股权，交易

对价为3896.59万元，2014年PE为27.27X。 华泰

证券研究认为，凤凰学易拥有国内最大的教育资

源门户网站，具有明显竞争优势。 交易完成后，凤

凰数媒持有凤凰学易51.8%股权， 凤凰学易的创

始人陈学艺持有43.79%股权，副总裁陶士帮持股

4.41%。 保持高管较高持股比例，激发公司活力，

体制创新为公司新业务的快速发展打下基础，有

利于最大程度的发挥体制内企业的资源优势。

开启在线教育序幕， 打造一流智慧教育平

台。 公司拥有学科网以及凤凰优客、 凤凰云课

堂、 凤凰自主学习平台以及凤凰智能英语学习

等产品，其中学科网是影响力最大、最为成熟的

在线教育业务。 学科网的注入是公司整合教育

资源的开端，公司已提出打造“一云多端” 的智

慧教育平台战略， 学科网有望成为公司智慧教

育平台的重要业务承载体， 同时是教育产品资

源整合的重要载体。 同时，根据公司前期公告，

公司将引入以BAT为主的战略投资者，2015年

将是公司布局在线教育领域的破局之年。

战略日渐清晰，2015年将是公司蓄势待发

的重要战略年份。 目前为止公司启动了在线教

育领域的资源梳理和布局、 成立全媒体版权管

理公司进行娱乐业务的资源管理， 同时将整合

游戏业务和资源推动独立上市。 认为公司经过

这几年的积极探索， 已经由初期的新业务布局

和试水阶段走向了较为成熟的资源整合阶段，

未来将逐渐完成从传统出版公司到综合性的传

媒集团的转变。 维持“买入”评级。

华工科技（000988）

“智能制造+物联网” 打开估值空间

海通证券研究认为， 公司是华中地区第一

家高校背景上市的企业， 也是我国资本市场上

第一家以激光为主业的高科技企业。 技术优势

显著，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转型初见成效， 五大业务板块协同发展。

2012、2013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本质原因是

各项业务板块各自为政， 未能形成协同发展之

势，导致了内生增长动力疲弱。 此后，公司明确

了“智能制造” 和“物联科技”两个产业板块的

发展方向，更明确地提出资本运作，更重视市场

资源的整合。公司智能物联前景广阔，将以赛百

公司的物联网业务作为起点， 其余板块可提供

具体业务支撑，物联网成

为连通公司各业务板块的桥梁， 形成协同

效应；激光公司的激光加工设备为主体，聚焦工

业4.0，提供智能工厂解决方案；图像公司的激

光全息二维码技术打下了物联科技的感知基

础，提供商品防伪及溯源的解决方案；高理公司

的各型传感器构成物联科技的根基， 具有良好

的前景； 正源公司将把握住4G网络建设的契

机，从传统通信市场向新型ICT行业市场转型，

提供物联科技的传输媒介。

年初成立军工信息研究所，计划面向军工市

场提供更多优势产品。 目前公司军工产品主要包

括高能激光器等。 研究所的成立迎来军民融合发

展契机，公司激光加工设备、传感器、光通讯模块

等产品在军工市场有较大的拓展机会。

光电通信、 汽车电子传感器业务将成为公

司转型后拉动业绩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公司可

比上市公司的2015年平均估值水平约80倍，考

虑公司转型智能制造+物联网带来的估值溢

价，海通证券给予“买入”评级。

得润电子（002055.SZ）

打造汽车电子大平台

广发证券研究认为， 国际经验显示，“并

购” 与“汽车” 是连接器企业成功的两大关键

词。 连接器企业借助行业并购， 并进军汽车领

域，是做大做强最有效的途径。

借鉴家电连接器成功经验， 得润以配套设

厂模式拓展汽车业务发展早期， 公司通过与国

内主要家电企业在生产基地附近就近成立合资

公司进行区域配套的模式， 实现了家电连接器

业务的快速发展， 成为国内家电连接器龙头企

业。 公司有望在汽车领域复制过去在家电连接

器行业的成功，稳步获取市场份额。

通过内涵与外延式发展两条路线， 公司的

产品线和客户群不断丰富。 借助于 “客户”与

“产品”两大平台，公司的产品有望在各客户平

台中快速导入， 公司的客户也可以在产品平台

中选择各自所需产品， 两者的协同效应将开始

显现，汽车电子业务将迎来高速增长期。

拟收购Meta� System， 推动车联网业务国

内落地实现商业模式升华。 Meta� System是欧

洲车联网领域领先的解决方案供应商，未来有望

以成熟稳定的解决方案满足保险公司车险定价

和事故现场还原等需求痛点，从而在国内市场上

实现从数据入口资源到大数据变现成熟商业模

式的完整闭环，实现商业模式升华，切入规模巨

大的UBI新型车险市场。 继续给予“买入”评级。

国泰君安：

继续看好成长与转型

自2012年以来，改革、转型和风险暴露之间

的微妙关系往往被市场所放大。 当下调控政策基

调正在改变。 原有的激进改革、拥抱风险的取向，

被限制转型风险的全面放松政策所取代。“511意

见” 要求银行要对地方融资平台续贷，是确认“消

灭改革路上一切风险” 判断的重要信号。 更多迹

象显示，刚兑原则和隐性担保可能正在重新启动。

另一方面，放松政策已远远落后于稳增长的需要。

考虑通胀因素的实际融资利率已经接近了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高点。 下半年政策利率和流动性

的进一步宽松已经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然的结果。

未来三个月可能是政策观察的窗口。 如果放缓加

速，三季度末将有必要启动大幅度的强宽松（比

如50个基点的单次降息， 或100个基点的单次降

准）。上调上证综指在三季度的目标到5000点，上

调创业板指数的目标到4000点。

建议投资者在三季度继续侧重成长性公司级

传统转型公司的机会。 中国制造2025是成长的大

风口，建议沿船舶制造、工业互联网、应用端三个

领域进行配置；同时推荐供应链安3.0主题、迪士

尼、国企改革主题及新能源汽车主题。市场风险偏

好提升使得次新股板块集中受益，也是推荐方向。

海通证券：

不抛弃 不放弃

上周上证综指和创业板指纷纷创新高， 但随

着创业板创2000亿以上天量，证监会年内第三次

部署“2015证监法网专项执法行动” 案件查办工

作，及媒体报道“券商要求全面自查自纠参与场

外配资的相关业务” 信息影响下，担忧再起，尤其

对近期涨幅明显的创业板。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转

型“中国梦” 的牛市，监管政策有助净化市场，不

会改变趋势，牛市是水涨船高的过程，券商自查场

外配资不会改变资金入市趋势。 成长性基金规模

扩张助推主导行业强者更强。

每轮牛市表现最优的一定是当时的主导产

业，当前的转型牛中，主导产业就是技术演变、政

策扶持、人口周期对应的互联网+、先进制造、医

疗服务等，集中在创业板，这是主战场。 牛市就水

涨船高， 主板一样有机会， 体现为政策催化的主

题，是辅战场，如国企改革相关的国企股、金融改

革相关的金融股、区域中的大上海，当前最看好的

仍是大上海，同时重视国企改革。

广发证券：

投入泡沫之中

与机构投资者交流后，我们认为，作为“一致

行动人” 的公募基金已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 虽

然是考核绝对收益，但是水涨船高，随着上证综指

和创业板指的不断上涨， 我们了解到部分考核绝

对收益的机构已经调高了今年考核的标准， 如果

市场继续被公募基金推动上涨， 不排除考核绝对

收益的投资者也会被倒逼加仓的可能性。

“慢牛” 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泡沫” 在

朝着最疯狂的阶段演绎， 置身其中就很难做到不

参与。 “泡沫” 破灭的时候你也逃不掉，因为“泡

沫” 破的时候往往已经没什么利空了，这会麻痹

投资者，且即使坚守“真成长”也很难能逃命。

“泡沫” 不是你想逃就能逃，但既然大部分

人都逃不掉，是不是反而应该放松心态，投入其

中呢？ 目前维持前期的乐观判断———在二季度

我们对大盘股和小盘股均看好， 而下半年一旦

房价和通胀上行， 就可能促发大盘股的回调以

及小盘股进入“最后的疯狂” 。在大盘股中我们

尤其建议关注那些估值还未充分修复的行业

（银行、煤炭、有色、化工）；在小盘股中我们尤

其建议关注那些需求和供给同时扩张、 最符合

产业转型方向的行业（医疗服务、互联网传媒、

软件、电子、环保）。

银河证券：

上涨逻辑基本未变

本轮牛市上涨的三大逻辑基本未变， 一是国

家战略层面的“中国梦”给资本市场注入信心；二

是大类资产配置转向权益性资产以及货币政策的

持续宽松使社会资金源源不断流入股市； 三是股

市赚钱效应刺激投资者产生做多狂热。 前两项逻

辑相对更为稳固，国家战略的推进不会止步，资产

配置的转移趋势方兴未艾， 在稳增长的要求下货

币宽松还将持续。第三项是情绪上的因素，因而也

最为敏感，容易受到短期事件刺激。证监会周五例

会上宣布重点打击六类操纵市场行为， 包括通过

编题材讲故事影响股价、多机构操纵股价、内幕交

易等。周六上午央视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并

对可能涉及的多家企业进行了点名。 从监管层角

度来看， 过度过快爆炒部分个股而引发市场整体

性疯狂与引导慢牛的初衷不符， 从维护市场公平

正义的角度适时出手也在情理之中。同时，港股汉

能薄膜发电等的雪崩式暴跌也为A股中部分高价

股敲响警钟。预期短期在市场情绪波动的影响下，

近期遭遇爆炒的概念股存在较大的震荡风险。 成

长股中很多公司仍有上升空间， 投资者更应关注

公司成长的内涵， 建议重点选取上半年业绩增长

预期较高和估值相对合理的公司。

5月汇丰PMI初值低于预期， 稳增长压力不

减。二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整体状况仍不容乐观，稳

增长压力反而有所加大， 预计政策面的积极财政

和宽松货币有望进一步加码， 为资本市场带来正

面影响。

继续顺势而为，近期关注“土十条” 。 推荐三

条主线， 第一是相对估值较低的金融股； 第二，

“互联网+” 短期可能震荡加剧，但泡沫还未到破

裂时，震荡中调整即是买入良机；第三政策主题，

继续推荐京津冀、国企改革、一路一带、新三板主

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