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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数百点震荡
一手“
新” 主题 一手“
真” 成长

□本报记者 徐伟平

“高位区” 重“质” 不重“指”
□本报记者 叶涛
本周A股各指数频创新高，面对即将冲击
5000 点 大 关 的 沪 综 指 ， 以 及 整 体 市 盈 率
（TTM）高达154倍的创业板，普涨之后新的
市场买点在哪里？
分析人士认为，伴随改革持续深化，代表
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中小创” 已经不再适
用过去老的估值计算方式，搭上“互联网+”
等新概念快车的大盘蓝筹股中长期向好。 近
期可暂且忽略指数盘中巨幅波动， 沿主题投
资和新兴产业两大方向寻找真正具备 “成长
性” 的优质个股，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提前布局
牛市下半场。

市场指数齐创新高
本周以来， 随着打新资金陆续解冻回流，
坐拥估值修复需求的周期性板块轮动上涨，带
动主板指数迭创新高。 特别是本周一，上证综
指更连破4700点、4800点两大整数关，两市单
日成交额也在本周二首度突破2万亿元， 至本
周三收盘， 沪综指报4941.71点， 三日大涨
284.22点， 涨幅为6.10%； 深成指本周三报收
16963.52点，三日涨幅为5.72%。
创业板指上周后半段一度有所回落，但
本周重拾升势，在新高道路上继续前进，本周
三创业板指单日上涨0.29%， 以3628.67点收
盘价位改写历史纪录。 天量天价过后，中小板
指也未见魔咒现形，反而续创新高，本周三上

涨0.29%报收3628.67点。 指数强悍势头可见
一斑。
个股方面， 涵盖N引力、N华通等9只新
股在内，本周三全部A股中共有379只股票涨
停，占当天1345只上涨股票的28.18%；就在
前一日，A股中亦有393只股票携手涨停。 累
计来看，本周前三个交易日，近八成A股股票
出现上涨， 其中接近一半股票涨幅超过
10%，涨幅在20%以上的股票多达278只，赚
钱效应凸显。
但短期涨势太过惊人也令市场谨慎情绪
爆发。 昨日早盘，四大指数高开后携手跳水，沪
深主板指数全天还数度在红绿之间来回切换，
无论波动频率还是波动幅度均较前期明显加
快；创业板和中小板尽管小幅上涨，但K线图上
却双双收阴，显示多空分歧拉大。

去伪存真 重“质” 不重“
指”
指数走势与投资者心理备受纠结的时点
上，不妨将眼光放长远些，依靠价值投资原则
重点狙击那些符合经济发展方向、业绩增长确
定性强、盈利空间广阔的质优品种。 毕竟作为
此轮牛市两大引擎之一，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已
经锚定，相关产业利好还将继续发酵，即便短
期出现调整，未来持续反弹乃至创出股价新高
概率更大。
创业板方面,本周部分投资者仍敢于“火
中取栗” ，加大对中小创品种配置力度，着眼的
也是其广阔的成长预期，这也暗示市场对其估

值、股价宽容度较传统蓝筹要大得多，因循守
旧错过的反而是获益机遇。
尽管宏观经济数据依旧疲弱对周期性板
块估值构成一定压制，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去
年下半年以来，国企改革、京津冀一体化、一带
一路、自贸区等主题投资概念层出不穷，随着
政策“指挥棒” 舞动，地方国资改革、央企兼并
重组、 国企员工持股激励等亮点陆续爆发，在
个股层面，其实周期性大盘股并不缺乏投资机

会。沾上“一带一路” 、“
中字头” 、“互联网+”
基因的大盘股更是先声夺人、脱颖而出。
由此，投资者布局可秉持“重个股、轻指
数” 策略，着重考察个股未来盈利预期，而非把
焦点集中在短线股价涨跌上。 对那些产业前景
好、真正具备成长性的优质股票，市场心态纠
结之时反而是大力吸筹的好时机；对那些股价
泡沫浓厚，基本面不具备支撑的“伪牛股” ，则
应大胆抛弃，落袋为安。

■ 券商观点
兴业证券：5月26日，FTSE宣布将启动
将A股纳入全球基准的过渡计划， 推出两个
纳入A股的新兴市场过渡指数。初始部分（
占
比FTSE新兴指数权重5%） 和全部纳入A股
（
占比FTSE新兴指数权重32%） 将分别带来
北
46亿和292亿美元的资金增量。 6月10日（
京时间），MSCI将在其网站上公布是否将A
股纳入上述指数的决定。
这对市场的影响更多来自于情绪面。 相
较于近期A股每日1-2万亿的成交金额和53
万亿的流通市值，A股纳入全球指数所吸引
的国外增量资金可谓是杯水车薪，短期只是
给市场带来情绪上的影响， 长期来看随着A
股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加入世界指数，海
外投资者也将改变A股游戏规则。 从影响范

围来看， 纳入两个全球指数系统的A股标的
主要集中在金融、工业等大盘蓝筹股，短期
市场对此类股票的偏好程度或将提升。
国泰君安：富时启动两个新的新兴市场
指数纳入中国A股， 而非将A股纳入其全球
指数；短期内不会带来资金配置A股。这一过
程可能在2016年取得突破性进展，此次富时
开启了将A股纳入其全球指数的第一步。 重
申对A股的看法， 风险被限制、 风险偏好提
升，转型与成长因素将使成长溢价超预期加
强。 建议三季度继续侧重成长性公司及传统
转型公司的机会。 中国制造2025是成长的大
风口，军工和机械受益最大；主题方面推荐
供应链金融3.0、迪士尼、国企改革主题与新
能源汽车。

资金离场“避震” 强势品种遭弃
□本报记者 李波
临近5000点关口， 昨日市场剧烈震荡。 据
wind资讯统计， 昨日两市资金净流出911.31亿
元，为近三周以来最大单日净流出额。 其中，沪
深300、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资金净流出规模均环
比显著上升。 行业方面，计算机和国防军工两大
强势板块昨日遭遇资金大规模撤离。 分析人士
指出，在持续反弹后，资金获利回吐意愿升温，
加上指数“冲关” 在即，部分资金开始倾向于离
场避震，边走边看。 在此背景下，预计短期市场
波动将加剧，操作上不宜盲目追高。

净流出规模创近三周新高
昨日沪深股指剧烈震荡， 早盘一度大幅跳
水，之后震荡回升。 截至收盘，沪综指报4941.71
点， 上涨0.63%； 深成指报16963.52点， 上涨

0.36%；创业板指报3628.67点，上涨0.29%。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沪深两市资金净
流出911.31亿元， 环比前一个交易日488.59亿
元的净流出规模大幅上升，也是5月6日以来的
最大单日净流出额。 由此来看，昨日资金离场
明显提速。
其中，沪深300、创业板和中小板的资金净
流出额均环比显著放大。 具体来看，沪深300板
块昨日净流出331.04亿元， 净流出规模相较周
二的194.66亿元进一步上升； 资金净流出个股
从周二的202家增至224家。 创业板昨日净流出
资金96.78亿元，环比周二13.44亿元的净流出规
模快速上升；资金净流出个股家数从周二的168
只升至259只。 中小企业板昨日净流出204.42亿
元， 净流出规模较周二的77.59亿元也大幅跃
升；资金净流出个股有459家，环比周二的355家
显著增加。

持续反弹之后的短线获利意愿， 以及5000
点关前谨慎情绪升温， 使得昨日资金离场出现
明显加速。 大盘蓝筹股和小盘成长股都出现资
金快速离场的格局，特别是中小创的离场“加速
度” 更快。在此背景下，短期市场震荡难免，小盘
股波动可能更加剧烈。 不过牛市格局下，一旦市
场企稳，被震出局的资金也会掉头快速进场。 近
期资金流向数据变化加大， 一定程度上反映资
金开始采取“
边走边看” 的策略。

强势品种遭遇获利回吐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
板块中，仅有钢铁板块实现资金净流入，额度为
2.69亿元，其余27个板块均遭遇资金净流出。 其
中，休闲服务、建筑材料和采掘板块净流出额度
较小，分别为3.62亿元、5.35亿元和5.44亿元；相
比之下，计算机、国防军工和建筑装饰板块的净

流出额较大， 分别为76.82亿元、61.99亿元和
59.03亿元，非银金融、机械设备、医药生物、传
媒、 电气设备和房地产板块的净流出规模都在
50亿元以上。
个股方面，昨日马钢股份、国中水务和浙能
电力的净流入额较大， 分别为5.21亿元、4.09亿
元和4.09亿元， 东旭光电和厦门国贸净流入超
过3亿元。 与之对比，资金净流出股票中，中国建
筑、海康威视和东方财富的净流出额最大，分别
为8.85亿元、8.36亿元和8.18亿元，苏宁云商、中
国平安和乐视网的净流出规模都在7亿元以上。
从板块和个股资金流向来看， 前期大涨的
计算机和国防军工板块遭遇资金大举撤离，反
映强势品种的获利回吐意愿升温。 在此背景下，
操作上不宜盲目追高， 对于前期涨幅过大的品
种可适当锁定收益，逢低布局涨幅不大、质地良
好的主线品种。

政策助力 网络安全仍在风口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中国政府26日发表 《中国的军事战略》白
皮书，白皮书阐述了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和核
等四个重大安全领域力量发展。 工信部部长苗
圩日前表示，要加快安全可靠信息系统建设，加
快发展智能制造。 政策暖风持续吹向网络安全
领域， 政策不断加码， 相关的配套政策陆续出
台， 在行业监管和促进产业发展上都将起到积
极的作用。 在A股投资上，虽然经过前期的快速
上涨，相关概念股股价已在高位，但相比产业发
展空间来看，仍具备投资价值。

政策暖风频吹
工信部部长苗圩27日在第十九届中国国际
软件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 要鼓励支持软件企
业和工业企业跨界融合、协同创新，力争在基础

软件等重点领域突破一批核心技术， 加快安全
可靠信息系统建设。 建设工业云平台和大数据
中心，加快研制数据共享标准。 力争在基础软件
等重点领域突破一批核心技术， 加快安全可靠
信息系统建设。
此前，工信部5月8日发布《“宽带中国” 战
略及实施方案》 也涉及到网络安全问题，《方
案》提出要加快木马和僵尸网络、移动互联网恶
意程序监测和处置等技术手段建设， 研究制定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安全管理机制， 推动营造
安全可靠的上网环境。
中国政府26日发表 《中国的军事战略》白
皮书。 白皮书强调， 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
针， 必须紧紧围绕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
的强军目标，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着眼
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全面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

量体系，不断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
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分析人士指出， 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以
来，国家安全战略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网络
安全、信息安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网络
安全和安防监控等相关概念股有望在政策的刺
激下保持活跃。

网络安全市场空间广阔
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CNCERT）发
布的 《2014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
数据， 中国网络安全形势不容乐观，2014年
CNCERT通报的漏洞事件达9068起，较2013年
增长3倍。 截至2014年12月底，中国网站总量规
模为364.7万个，网民规模达6.49亿，手机网民规
模5.5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7.9%。 随着互联
网的迅速发展， 相伴产生的新安全问题也层出

不穷， 基础网络和新型网络产品带来的漏洞风
险日益上升。
对应到计算机行业， 国产基础软硬件和安
全防护产品受益于政策支持不仅在增量市场竞
争中优势巨大， 存量市场替代蕴含了广阔的市
场空间。
市场人士指出， 近几年， 随着云计算、物
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下一代互联网
技术的快速发展， 企业的传统安全边界被打
破。 0day漏洞、未知恶意软件的APT攻击等新
一代威胁层出不穷， 传统的分散安全防御方
式显得力不从心。 安全不能再单靠一个产品
或者几个产品的组合， 而需要一整套思路和
一揽子解决方案。 龙头厂商凭借技术实力及
丰富的产品线， 能够为企业提供统一管理信
息安全、安全运营中心等解决方案，市场份额
有望逐步提升。

昨日创业板指数迎来高位震荡， 日内高点
到低点的振幅达到116.4点，显示多空高位博弈
激烈。
创业板指数昨日小幅高开后， 便出现一波
快速跳水，最低下探至3546.58点，随后维持低
位震荡，不过午后伴随着主板企稳反弹，创业板
也震荡上行，由绿翻红，最高上探至3662.98点，
再度刷新历史新高； 尾盘涨幅收窄， 报收于
3628.67点，上涨0.29%。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
震荡，创业板指数的成交额达到890.55亿元，较
此前出现放大。
个股方面，昨日正常交易的384只股票中，
有101只股票涨停，165只股票涨幅超过5%，
197只股票涨幅超过3%； 在下跌的127只股票
中，迪安诊断、银江股份、三六五网等11只股票
跌幅超过5%，46只股票跌幅超过3%，迪安诊断
跌幅最大，为8.11%。
分析人士指出，昨日创业板迎来百点巨震，
显示多空双方高位博弈较为激烈， 短期震荡整
固的需求提升。从个股来看，创业板内部的分化
特征显著，投资者应该注意甄别个股，而非“胡
子眉毛一把抓” 。

煤炭板块领跑市场
□本报记者 李波
今年以来涨幅相对较小的煤炭板块近日表
现抢眼，昨日更是领跑市场，助力沪综指反弹。
据wind资讯统计，中信一级行业指数昨日
涨多跌少，其中，煤炭指数涨幅最大，为3.60%。
成份股中，新大洲A、靖远煤电、陕西黑猫、郑州
煤电、大同煤业和黑化股份涨停，宝泰隆和陕西
煤业涨逾7%，山煤国际、阳泉煤业、云维股份和
兰花科创的涨幅都在5%以上。
用煤旺季的到来以及前期股价持续低迷成
为煤炭股反弹的动力。 近期中信煤炭指数收出
八连阳，最近5个交易日的涨幅都在2%以上。而
今年以来中信煤炭指数的累计涨幅为47.73%，
位居中信一级行业涨幅榜倒数第三位， 反映滞
涨较为明显。 在此背景下，神华、中煤与伊泰三
家煤炭企业近期上调煤炭价格， 预示着煤价将
逐步回升，夏季进入用煤旺季，也对行业景气度
带来支撑，从而引爆反弹导火索。
中信建投研报认为，牛市第二波，伴随着基
本面改善，大宗类股票将有可能从跟涨到领涨，
对煤炭股票趋势性看涨。上涨途中会有波折，但
不改向好的趋势，推荐“
主题+弹性” 组合。

港股通交投活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综指昨日盘中大幅震荡， 最高上探至
4958.16点，最低下探至4857.06点，多空博弈
激烈，尾盘报收于4941.71点，上涨0.63%。 与
之相比，恒生指数则小幅回落，昨日低开后，维
持窄幅震荡， 尾盘报收于28081.21点， 下跌
0.60%。
盘中大幅波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A股投资
者的谨慎情绪， 昨日沪股通使用额度为3.43亿
元， 剩余额度为126.57亿元， 使用额度占比为
2.64%，较本周一出现明显回落。 与之相比港股
通则保持了较好的活跃度， 昨日港股通使用额
度为13.94亿元，剩余额度为91.06亿元，使用额
度占比为13.28%。
沪股通标的方面，昨日有271家上涨，48家
收平，252家下跌，大众公用、中国一重、亿阳信
通等53只股票涨停，115只股票涨幅超过5%。
金证股份跌幅最大，达到8.87%。 港股通标的方
面，昨日有95家上涨，18家收平，173家下跌，资
金矿业涨幅居首，超过10%，达到16.39%。 长和
跌幅居首，达到28.41%。

明星股下跌
新三板成交额回落
□本报记者 张怡

■ 新股定位
务网络技改等项目。

天际股份（002759）

迎驾贡酒（603198）

赛摩电气（300466）

国泰君安：17.60-19.50元。 公司主要产品
为陶瓷烹饪家电， 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超过
80%，其中电炖锅、电炖盅市占率第一。 公司产
能利用率约为100%， 产销率保持在95%以上。
近年来收入增速减缓，随着募投项目的达产，陶
瓷烹饪家电和电热水壶将分别新增产能380万
台/年和80万台/年，新增产能92%，将解决公司
的产能瓶颈问题，公司有望步入高速扩张阶段。

恒泰证券：35.00元-40.00元。 公司是一
家煤能源及其他矿物料的计量、 采样系统解决
方案供应商，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钢铁、化工、
水泥建材、港口等行业。 公司具备领先的技术水
平及雄厚的研发实力， 募集资金用于煤能源计
量设备扩建项目、 机械自动采样设备扩建项目
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迈克生物（300463）

金桥信息（603918）

东北证券：96.53-117.98元。 公司主营
业务是自主研发、 生产和销售体外诊断产品
以及代理销售国外知名品牌的体外诊断产
品。 自产体外诊断产品涵盖生化诊断与免疫
诊断两大领域近100项检测项目。 自产与代理
相结合的业务模式， 使公司的产品体系涉及
体外诊断的主要细分领域， 为客户提供1500
余种诊断试剂以及30余种诊断仪器， 覆盖医
院检验机构90%的常规检测项目。 募得资金
将用于医疗产品研发生产基地建设及营销服

安信证券：50.00－65.00元。 公司是国内
领先的多媒体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供应
商，主营业务是利用计算机对语音、视频、数据
等多种信息进行综合处理， 结合云计算技术、
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人机交互技术
等先进信息技术，向客户提供各类多媒体信息
系统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及服务，主要包括多媒
体会议系统、应急指挥中心系统、科技法庭系
统及其他行业的多媒体信息系统及其行业解
决方案。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中信建投：15.50-19.30元。 公司产品线完
整，品牌价位区隔明显，迎驾之星是公司核心产
品，销量达1.1万吨，收入10.2亿元，占比38%以
上，毛利率达67.6%，对业绩贡献非常大，同时渠
道利润丰厚。 过去三年产品内部结构升级表现
明显，拳头产品保持稳定外，定位于高端的国宾
和生态年份系列收入占比由10.4%提升至12%，
而处于中低端的百年迎驾和迎驾古坊， 收入占
比提升迅速，由21.8%上升至30%，该系列产品
的毛利率在50%以上。

伟明环保（603568）
上海证券：23.71-30.48元。公司以城市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为主业， 业务覆盖核心技术研
发、关键设备研制、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等全产
业链，具备一体化运作优势。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
资于2个生活垃圾发电BOT项目和垃圾焚烧发
电研究开发中心项目，项目投运后，公司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运营业务规模将显著增加， 而研发
中心的建设可使公司在国内外同行业中保持竞

争优势，增强产品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企
业核心竞争力。

灵康药业（603669）
兴业证券：35.20-39.60元。 公司主营业
务包括肠外营养、抗感染和消化系统三大领域，
其中核心产品注射用丙氨酰谷氨酰胺、 炎琥宁
注射液、注射用奥美拉唑市场占有率居于前列，
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预计在核心产品带动下未
来业绩有望保持稳健增长。

高伟达（300465）
东北证券：35.00-40.00元。 公司主营业
务是向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企业提供IT解决
方案、IT运维及系统集成服务，在金融行业实现
了综合性、一站式的信息化解决方案，构成了公
司银行业IT解决方案业务的完整产品库， 可以
覆盖银行业IT应用的主要领域。 所募资金将用
于银行业IT整体解决方案、 保险业IT整体解决
方案、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云
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和基于大数
据的金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平台等项目。

周三，新三板市场并未延续回暖态势，由于
九鼎投资和中科招商这两只明星股双双下跌，
且成交额明显下降，市场整体交投降温，指数波
动加剧，尾盘小涨。
三板做市指数昨日开盘后小幅上攻， 随后
稍许整固后进一步上涨，盘中最高触及1921.61
点，不过午后涨幅回落，开启红绿震荡格局，最
低触及1910.43点， 最 终 三 板 做 市 指 数 收 于
1917.05点，涨幅为0.19%。 当日成交额为3.03亿
元，较周二有所下降。
昨日，新三板中有543只个股发生交易，合
计成交额为12.98亿元， 额度较周二明显下降。
个股来看， 九鼎投资和中科招商依旧位居前两
位，成交额分别为2.85亿元和1.45亿元，但分别
下跌了28.29%和30.09%；成交额相对于周二的
7.83亿元和2.33亿元明显回落。 此外， 元亨光
电、联讯证券、明利仓储等18只个股的成交额
也超过了千万元。
涨跌幅方面，周三有260只个股实现上涨，
221只个股下跌。 其中，圣华农科、航天检测和
电科电源的涨幅分别达到了57.25倍、14.68倍
和10.20倍，同时还有华高世纪、易点科技等10
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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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