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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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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新兴“日出”周期“雨”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经历了4月份的普涨，5月以来行业板块出现

了明显分化，冷热不均的特征凸显。 传统周期板块

普遍表现低迷，金融股更是逆市下跌。与之相比，新

兴产业板块风头仍盛，呈现出强势领涨的势头。 这

意味着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新” 逻辑

仍将主导市场。

周期低迷 新兴受宠

4月份股指强势上攻， 突破多个重要关口，

并顺利站上4400点大关。 期间行业板块呈现出

普涨的态势，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线飘红，

申万建筑装饰、 交通运输和国防军工指数涨幅

居前，月涨幅分别为35.36%、29.67%和26.34%；

银行、农林牧渔和非银金融指数涨幅相对较小，

月涨幅分别为11.50%、1.23%和10.50%； 计算

机、传媒等新兴产业板块则呈现出跟涨的态势，

涨幅居中。

与4月份的冲关行情不同，5月份市场波动幅度

显著放大， 大盘先是以一波三连阴， 快速下跌至

4100点附近，随后窄幅震荡，以一波“八连阳”再度

开启逼空按钮，一路冲高并逼近5000点关口，而5月

28日市场出现大幅调整，单日跌幅超过300点。市场

的大幅震荡使得行业板块出现显著分化， 一方面，

新兴产业风头仍盛， 强势领涨，5月以来申万计算

机、轻工制造、电子、国防军工和传媒指数涨幅居

前，分别上涨35.08%、34.51%和30.52%；另一方面，

周期板块表现低迷，金融股更是逆市下跌，5月以来

申万房地产、钢铁和交通运输指数涨幅垫底，分别

上涨8.30%、2.11%和1.75%，非银金融、建筑装饰、

采掘和银行指数则震荡下挫，月跌幅分别为3.07%、

5.34%、6.29%和6.56%。

新风格 新布局

2015年，“改革” 是一个被频繁提及的词，在

经济转型、改革推进的背景下，周期性行业和新兴

行业的景气度迥异，小盘成长股聚集的新兴产业符

合经济转型和升级的需求，因而有望迎来行业性爆

发；周期性行业则不得不面对短期经济转型的“阵

痛” 。 反映在A股上就是“新”逻辑开始主导市场，

新兴产业股风头仍盛。

从周期性行业来看，去产能、去杠杆依然是周

期性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 短期强周期性行业很

难通过收缩供给端来恢复行业景气度， 因此短期

仍难走出困境。但另一方面，伴随着“互联网+” 的

兴起， 新兴产业在乐观预期的作用下掀起了一波

又一波的题材炒作浪潮，孕育了一批“明星股” 。

随着改革的推进， 新兴产业有望成为改革 “排头

兵” ，虽然新兴产业的整体估值较高，但行业景气

度的提升将提振新兴行业中优质上市公司的业绩

水平， 届时小盘成长股有望通过高增长来逐渐化

解高估值，未来“成长军团” 仍将是强势牛股的集

中营。

5月创业板总市值增长近四成

□

本报记者 叶涛

5月以来A股进入宽幅震荡区间， 单日百点上

下成为股指常态，相比沪综指全月3.83%的上涨表

现，创业板走势更为抢眼，强劲的赚钱效应使得创

业板百元股阵营大扩容。创业板总市值增幅接近四

成，一批新的“创蓝筹” 股票正在崛起。

总市值突破6万亿

整个5月， 围绕创业板展开的财富效应势不可

挡。 据Wind数据，截至5月29日收盘，创业板总市值

达6.21万亿元，较4月末的4.47万亿元水平出现大幅

度增长，增长金额为1.74亿元，增幅高达38.93%。

除18只5月上市的新股外，5月共有395只个股

总市值出现正向增长，57只股票总市值持平，另有

12只股票总市值逆势下滑。

具体来看，上述395只股票中，总市值增幅超

过3成的股票有280只， 占全部464只创业板股票

（含新股）的比例为60.34%；增幅超过50%的股票

有156只，整体占比为33.62%；增幅超过1倍的有34

只，占比为7.33%。

截至上周五收盘，包括次新股在内，创业板股

票中总市值超过50亿元的股票有398只， 超过100

亿元的有213只，超过400亿元的有16只。 其中，超

过1000亿元的有两只，分别是东方财富的1258.06

亿元和乐视网的1255.09亿元；环比4月末，以上指

标数量分别为95只、91只、5只和0只， 彼时东方财

富和乐视网则分别以1421.64亿元和1108.60亿元

分居创业板总市值前两位。

分化轮动

5月A股投资者热捧中小票，令创业板个股活

跃度大增。 在不考虑上市公司送转等因素的前提

下，全部464只创业板股票中，截至5月末股价超过

20元的股票有410只，占比为88.36%；股价超过40

元的数量有238只，占比为51.29%；每股价格超过

100元的有57只，超过200元的数量有9只。 而截至

4月末， 上述几大指标的创业板股票数量分别为

350只、154只、25只和5只，其中全通教育、安硕信

息、乐视网等前期市场“超级牛股” 则由于高送

转，或由于股价正常调整而从200元以上高价股宝

座跌落。

截至5月末，广生堂、京天利、汉邦高科、浩丰科

技、暴风科技、飞天诚信、浩云科技、康斯特、全信股

份、 金雷风电最新股价分别达到267.97元、256.00

元、249.29元、240.45元、237.95元、233.18元、223.98

元、220.00元、208.99元和194.20元， 为创业板前十

大高价股。 经过对比，除京天利和飞天诚信外，4月

末A股前十大高价股“面孔” 已经焕然一新，与5月

以来分化轮动的市场整体格局如出一辙。

5月新三板窄幅整理 交投活跃度下降

□

东方证券 张政炘

新三板市场在经历了三月份的行情井喷，4

月份的指数调整后，5月份整个做市指数呈现出

横盘整理的态势。新三板市场的成交活跃度也有

所下降，不过个股方面依然精彩纷呈，除了市场

扩张步伐并未停滞，做市“新股” 也依然获得市

场热捧外，受到利好消息刺激的九鼎投资更是交

投火热。 严格的监管措施有利市场的健康发展，

预计在各项指标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后续制度红

利的推出也为时不远。

九鼎投资交投活跃

上周五，三板做市指数收于1889.09点，微跌

0.45%，做市交易成交金额为4.2亿元，较前一日

略有萎缩。上周五新三板市场总计成交金额为9.9

亿元，其中协议转让成交金额为5.7亿元略高于做

市交易成交金额。纵观上周新三板做市交易市场

表现，做市指数呈窄幅盘整态势，指数在1900点

附近横盘整理，上下振幅不超过30点。

整体来看， 上周新三板市场累计成交金额

为73.02亿元，日均成交金额为14.6亿元，其中

做市交易日均成交金额为4.8亿元，协议转让日

均成交金额为9.8亿元。周成交金额排名前五股

票，分别是九鼎投资、中科招商、联讯证券、金

达莱和中海阳， 成交金额分别达24.46亿、7.49

亿、1.93亿、1.11亿和0.91亿。 其中成交金额排

名前三的九鼎投资，中科招商，联讯证券均采

用协议转让方式，金达莱和中海阳则是做市转

让股票。

其中，九鼎投资无疑是上周新三板股票中的

明星股， 其以日均近5亿的成交金额遥遥领先于

其他三板股票，其近期交投如此活跃源于在两周

前，公司发布公告称，以41亿元拍得江西中江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自公告日起，九鼎

投资的股价在短短两周内从11.33元上涨至

22.75元，涨幅高达100%，迅速完成了股价翻倍。

此外，做市“新” 股仍然呈现较大涨幅，电科电

源、易点科技、兆鋆新材、军工智能、中易腾达均

是新加入做市交易的“新股” ，其周涨幅分别为

1033.33%、502%、305.84%、184.60%、166.10%。

不仅如此， 新三板扩张的步伐也并未减缓。

上周新三板市场新增挂牌公司35家，新增34家做

市企业，1家协议转让企业，做市企业的家数仍然

保持着快速增长， 平均每天就有近7家企业转做

市交易。 截至上周五， 新三板挂牌公司总数为

2487家，其中做市企业总数已达380家。 截至上

周五，做市企业中市值排名前五的企业，分别为

金达莱、仁会生物、凯立德、银橙传媒和亿童文

教，市值分别为75.76亿、64.20亿、59.08亿、42.25�

亿和40.44亿。 随着一些优秀企业的快速增长，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新三板做市企业中，很快将出

现百亿市值的股票。

严格监管有利市场健康发展

整个5月份，三板做市指数在1850点至2070

点这近200点空间里进行窄幅盘整。截至上周五，

做市转让换手率为0.37%，市盈率（整体法，依据

最新年报、剔除负值）为43.09倍，协议转让换手

率为0.36%，市盈率（整体法，依据最新年报、剔

除负值）为46.02倍。

前阶段监管层对新三板市场交易出现的一

些异常情况进行了调查，共有近十来家企业收到

监管部门的调查通知书，这反映了新三板市场在

高速发展的同时，“异常交易” ，“内幕交易” 等

现象在新三板市场中出现。为了维护市场的健康

发展，监管层表明了对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

忍” 态度。

值得指出的是， 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就采取

严格的监管措施， 对新三板市场后续的发展有

百利而无一害。 另外， 对于新三板后续市场分

层、竞价交易、转板等政策的预期，则应该更多

的去关注做市交易的企业家数，交易规模、股权

分散度、市值规模这些基础数据，相信在这些指

标达到一定的规模后， 后续制度红利的推出就

为时不远了。

事件驱动+融资并购

体育产业链受关注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此前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一行19人先

后对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地的竞赛场馆

和非竞赛场馆进行了实地考察，6月1日将

公布评估报告， 这将成为7月31日国际奥

委会委员在吉隆坡全会最终投票的重要

依据。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以来体育产业

的事件性驱动不断，加之国内体育融资并

购兴起，体育产业链受到关注，建议投资

者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体育赛事及运

营、体育彩票三个方向来布局。

事件助推 融资并购添彩

3月22日至23日， 由国际奥委会委

员、 有关领域专家以及工作团队等组成

的评估团抵京， 对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

2022年冬奥会进行实地评估考察。 24日

至28日评估考察期间， 评估团听取了北

京冬奥申委关于愿景、遗产与参与、总体

理念、体育和场馆、奥运村等15个主题的

陈述，并实地考察了北京、延庆、张家口

三个赛区的竞赛和非竞赛场馆。

5月28日下午，评估团召开了新闻发

布会， 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主席亚历

山大·茹科夫表示，北京完全有能力成功

举办2022年冬奥会。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表示，北京将

努力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要求，进一步完

善申办冬奥会的各项规划。 预计评估报

告将于6月1日公布，这也将成为国际奥

委会委员在7月31日的吉隆坡全会最终

投票的重要依据。

2015年以来， 体育产业的事件性驱

动不断，3月份国务院发布《中国足球改

革总体方案》后，开始进入实施前的准备

工作。 随后地方体育产业规划出台，体育

设施建设为先。

而 《广州市公共体育设施及体育产

业功能区布局专项规划》 出台， 提出到

2020年，实现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

重达到5%。 一系列的事件成为A股体育

板块的助推器。

此外，国内体育融资并购兴起，乐视网

旗下乐视体育子公司完成新一轮融资，规

模约为4.5亿美元，万达集团参与投资。 另

外据体坛周报的消息， 中国某著名资本财

团正式启动了对西班牙甲级俱乐部马拉加

的全面收购行动。 近期体育成为融资并购

的热点，特别是在一级市场。

分析人士指出， 体育成为一级市场投

资的热点，并逐渐向二级市场传导，相关向

体育产业转型的公司也会迅速收购体育概

念公司，形成一级市场向二级市场传导，带

动股价表现。

三维度掘金产业链

在发展规模方面，我国体育产业的空

间巨大。 我国目前体育产业规模较小，

2013年体育产业增加值仅为3563亿元，

占GDP比重仅为0.6%， 而发达国家这一

比例目前已超过2%。

据美国媒体公布的数字，2013年全

球体育产业年增加值在8000亿美元左

右， 美国为3000亿至4000亿美元左右，

即2013年美国体育产业占GDP比重约

为4%。 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方面，体育赛

事组织管理、俱乐部运营等体育服务相

关产业，作为体育产业的核心，在整个

体育产业链中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仅

为20%左右，体育用品及销售等体育外

围产业的占比约为80%，而美国体育核

心产业的占比达到约80%。 这说明我国

体育产业结构调整的道路很长，而体育

赛事、俱乐部等核心产业的潜力无限。

国金证券指出， 目前大体育产业链有

三大突破方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体育赛

事及运营以及体育彩票。

首先，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位于体育

产业链上游，是振兴体育产业，创造精彩

体育赛事，提升产业链商业价值的基础。

且目前我国体育固定资产投资、 财政支

出、场地建设等方面上升空间都非常大。

另外，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上升，体育健身意识的提高，以及青少

年体育的快速发展，都推动了居民对体

育基础设施的需求，如体育场地、健身

场所、体育公园等。

其次， 体育赛事及运营是体育产业

链的核心， 其中体育赛事的精彩程度将

是各联赛的核心竞争力， 这决定了其下

游产业链的价值， 如转播收入、 门票收

入、 赞助及广告收入以及通过互联网平

台的流量营销等。 一系列衍生产品的价

值都以体育赛事的精彩程度为基础，而

赛事精彩程度又需要球员素质、 基础设

施、运营、宣传、球迷基础等相互配合。

最后，体育彩票将会是体育产业链中

有潜力的价值增长点。 2014年我国体育

彩票销售额达到1764亿元， 同比增长

32.8%， 近三年同比增速逐步上升。 而

2014� 年作为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一年，互

联网彩票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014年

我国互联网彩票销售额达到850亿元，占

2014年彩票销售总额的比例达到22%。

2015年以来，次新股集体起舞,成为A股

中最为强势的独特群体。 特别是5月以来，尽

管A股市场整体陷入震荡之中， 但是次新股

却走出独立行情， 不少个股实现连续涨停，

成为A股中最为耀眼的明星。 而今次新股中

部分个股市值超越了老牌大盘蓝筹股，经过

连续大涨、新股即将再度来袭之时，投资者

更需警惕分化、精研个股。

次新股指数5月涨140.96%

上周，5月行情在震荡之中收官。 由于波

动剧烈，上周上证综指微跌0.98%，收出了长

上下影线的高位绿十字星； 而月K线实体也

大幅压缩， 全月涨幅仅为3.83%， 较3月的

13.22%和4月的18.51%均明显萎缩。 创业板

的表现则明显强于主板市场，5月涨幅达到

了23.97%， 较4月的22.38%进一步提升。 由

此，创业板指已在月线实现了五连阳。

在这种分化的走势中，次新股作为一个

独特的群体展现着巨大的吸引力。 以Wind

次新股指数为例，5月该指数涨幅达到了

140.96%， 遥遥领先于位居第二名的网络安

全指数同期61.31%的涨幅。 而实际上，该指

数在2月、3月和4月的涨幅分别为181.43%、

180.83%和98.76%。

其中，个股表现更为惊人。 5月以来270

只次新股中， 仅有全通教育和维格娜丝下

跌，且跌幅均未超过9%。包括金石东方、清水

源和江苏有线在内的10只个股涨幅超过了5

倍，其中除了全信股份和航新科技外，其余

个股在5月几乎每个交易日均实现了涨停，

涨幅均超过了5.7倍。

除了上述连续涨停的个股外，涨幅超过

了1倍的个股还有55只； 涨幅分布于50%

-100%之间的个股还有85只。

广发证券指出，“次新股策略” 已经取

代“定增策略” ，成为今年最受关注的选股

策略。 统计2014年以来次新股从打开涨停板

至上周的日均涨跌幅， 发现无论是创业板、

中小板还是主板，次新股的日均涨幅均高于

对应板块和行业。 其中，主板中次新股日均

上涨1.57%， 而全部主板个股的日均涨幅仅

为0.53%； 创业板次新股日均涨幅为1.55%，

而全部创业板个股的日均涨幅为1.18%。 行

业方面也相类似，其中通信、轻工制造、机械

设备、传媒和医药生物等板块的次新股表现

尤其优异。

实际上，这种现象与次新股的行业分布

相关。 据广发证券统计，次新股多分布在新

兴产业中，2014年至今的次新股多分布在高

端装备、医药生物、电气设备、计算机和电子

等行业，这些行业中的次新股占比过半；而商

业贸易、 农林牧渔和休闲服务等偏传统的行

业中的次新股占比较低。

不仅如此，次新股的机构持仓比例较低，

机构加仓的空间较大。广发证券数据显示，从

投资者结构来看， 次新股的机构投资者占比

较低，全部A股的机构持股比例为49.80%，而

全部次新股的机构持股比例为19.80%。

由此， 次新股的大涨显著提升了打新收

益率。国泰君安证券业指出，次新股大涨的原

因包括新兴经济转型预期、发行市盈率低、总

市值和流通盘小、资本运作频繁、散户持有新

股上市时九成的流通筹码等。 预计未来新股

申购的年化收益率有7.8%至9.3%。

分析人士也表示， 在中国制造2025、“互

联网+” 、 健康和环保等热门概念的反复炒作

下，这些新兴产业板块原本就涨势较强，而次

新股的特别优势又使其表现更为突出。 预计打

新的超额收益将进一步激发后市的打新热情。

风险机遇并存

由于这种疯狂的上涨， 不少次新股的市

值飙升，已经开始超越不少老牌白马股。

据统计，2014年以来上市的所有次新股

中，有7只个股的市值超过了千亿元，其中，申

万宏源、 国信证券是仅有的两只总市值超过

2000亿元的次新股； 紧随其后的是江苏有

线、东方证券，总市值分别达到了1918.36亿

元和1910.41亿元。此外，万达院线、陕西煤业

和东兴证券的市值也均超过了千亿元。 相对

而言，部分刚刚上市的次新股盘子仍然较小，

包括赛摩电气、金桥信息在内的45只个股的

总市值均低于50亿元。

不难发现， 其中江苏有线的上市时间最

晚，而5月涨幅最大，因而市值攀升最为迅速。

其自4月28日首发上市以来连续涨停， 股价

从6.56元一路涨至64.20元，直至上周五成交

额才明显放大，换手率达到了41.96%。

而今， 江苏有线的总市值已经超越了诸

多A股中的白马蓝筹股，诸如广发证券、格力

电器、海康威视、中国联通、招商证券等个股

均望其项背， 而其总市值已经直逼包括光大

银行、平安银行、长江电力、上港集团等大盘

蓝筹股，距离中国建筑、上汽集团和中国交建

等也不远了。

兴业证券指出， 在流动性充裕的大背景

下，资金开始集中涌入板块中疯狂“抢筹” ，

建议投资者在次新股“燥热” 中留一份清醒

留一份醉， 享受板块整体性机会的同时精研

个股，坚定持有具有“新” 、“炫” 特征、稀缺

性强、具有安全边际的标的。

5月涨幅遥遥领先

次新股择股宜“新”“炫”

□本报记者 张怡

5月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首发上市日期 所属行业 总市值(亿元) 月涨跌幅（%） 月换手率（%） 涨停天数（天）

300434.SZ

金石东方

2015-04-24

机械设备

101.9728 573.07 77.40 20

300437.SZ

清水源

2015-04-23

化工

109.6615 572.98 48.88 20

600959.SH

江苏有线

2015-04-28

传媒

1,918.3601 572.96 79.75 19

002751.SZ

易尚展示

2015-04-24

轻工制造

104.4469 572.85 48.39 20

300448.SZ

浩云科技

2015-04-24

计算机

179.1840 572.81 62.54 20

300404.SZ

博济医药

2015-04-24

医药生物

121.6928 572.80 52.64 20

300446.SZ

乐凯新材

2015-04-23

电子

84.7443 572.61 6.59 20

603318.SH

派思股份

2015-04-24

机械设备

111.3459 572.58 65.00 19

300447.SZ

全信股份

2015-04-22

电气设备

169.2819 534.26 86.00 19

300424.SZ

航新科技

2015-04-22

国防军工

242.9858 512.75 55.98 19

300445.SZ

康斯特

2015-04-24

机械设备

89.7600 475.92 77.59 19

002752.SZ

昇兴股份

2015-04-22

轻工制造

338.8980 450.79 222.12 19

300449.SZ

汉邦高科

2015-04-22

计算机

176.2480 450.43 82.98 19

300438.SZ

鹏辉能源

2015-04-24

电子

144.4716 448.61 103.38 18

300436.SZ

广生堂

2015-04-22

医药生物

187.5790 389.17 109.05 18

300441.SZ

鲍斯股份

2015-04-23

机械设备

91.2300 374.68 342.89 18

603021.SH

山东华鹏

2015-04-23

轻工制造

93.1314 336.56 445.46 17

603789.SH

星光农机

2015-04-27

机械设备

171.9400 299.30 354.41 17

5月次新股涨幅榜

5月涨幅遥遥领先

次新股择股宜“新”“炫”

本报记者 张怡

2015年以来，次新股集体起舞 ,成为A股中最为强势的独特群体。 特别是5月以来，尽管A股市场整体陷入震荡之中，但是次新股却走出独立行情，不少个股实现连续涨停，成为A股中最为耀眼的明星。 而今次新股中部分个股市值超越了老牌大盘蓝筹股，经过连续大涨、新股即将再度来袭之时，投资者更需警惕分化、精研个股。

次新股5月涨幅遥遥领先

上周，5月行情在震荡之中收官。 由于波动剧烈，上周上证综指微跌0.98%，收出了长上下影线的高位绿十字星；而月K线实体也大幅压缩，全月涨幅仅为3.83%，较3月的13.22%和4月的18.51%均明显萎缩。 创业板的表现则明显强于主板市场，5月涨幅达到了23.97%，较4月的22.38%进一步提升。 由此，创业板指已在月线实现了五连阳。

在这种分化的走势中，次新股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展现着巨大的吸引力。 以Wind次新股指数为例，5月该指数涨幅达到了140.96%，遥遥领先于位居第二名的网络安全指数同期61.31%的涨幅。 而实际上，该指数在2月、3月和4月的涨幅分别为181.43%、180.83%和98.76%。

其中，个股表现更为惊人。 5月以来270只次新股中，仅有全通教育和维格娜丝下跌，且跌幅均未超过9%。 包括金石东方、清水源和江苏有线在内的10只个股涨幅超过了5倍，其中除了全信股份和航新科技外，其余个股在5月几乎每个交易日均实现了涨停，涨幅均超过了5.7倍。

除了上述连续涨停的个股外，涨幅超过了1倍的个股还有55只；涨幅分布于50%-100%之间的个股还有85只。

广发证券指出，“次新股策略”已经取代“定增策略” ，成为今年最受关注的选股策略。 统计2014年以来次新股从打开涨停板至上周的日均涨跌幅，发现无论是创业板、中小板还是主板，次新股的日均涨幅均高于对应板块和行业。 其中，主板中次新股日均上涨1.57%，而全部主板个股的日均涨幅仅为0.53%；创业板次新股日均涨幅为1.55%，而全部创业板个股的日均涨幅为1.18%。 行业方面也相类似，其中通信、轻工制造、机械设备、传媒和医药生物等板块的次新股表现尤其优异。

实际上，这种现象与次新股的行业分布相关。 据广发证券统计，次新股多分布在新兴产业中，2014年至今的次新股多分布在高端装备、医药生物、电气设备、计算机和电子等行业，这些行业中的次新股占比过半；而商业贸易、农林牧渔和休闲服务等偏传统的行业中的次新股占比较低。

不仅如此，次新股的机构持仓比例较低，机构加仓的空间较大。 广发证券数据显示，从投资者结构来看，次新股的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全部A股的机构持股比例为49.80%，而全部次新股的机构持股比例为19.80%。

由此，次新股的大涨显著提升了打新收益率。 国泰君安证券业指出，次新股大涨的原因包括新兴经济转型预期、发行市盈率低、总市值和流通盘小、资本运作频繁、散户持有新股上市时九成的流通筹码等。 预计未来新股申购的年华收益率有7.8%至9.3%。

分析人士也表示，在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 、健康和环保等热门概念的反复炒作下，这些新兴产业板块原本就涨势较强，而次新股的特别优势又使其表现更为突出。 预计打新的超额收益将进一步激发后市的打新热情。

市值超蓝筹 风险机遇并存

由于这种疯狂的上涨，不少次新股的市值飙升，已经开始超越不少老牌白马股。

据统计，2014年以来上市的所有次新股中，有7只个股的市值超过了千亿元，其中，申万宏源、国信证券是仅有的两只总市值超过2000亿元的次新股；紧随其后的是江苏有线、东方证券，总市值分别达到了1918.36亿元和1910.41亿元。 此外，万达院线、陕西煤业和东兴证券的市值也均超过了千亿元。 相对而言，部分刚刚上市的次新股盘子仍然较小，包括赛摩电气、金桥信息在内的45只个股的总市值均低于50亿元。

不难发现，其中江苏有线的上市时间最晚，而5月涨幅最大，因而市值攀升最为迅速。 其自4月28日首发上市以来连续涨停，股价从6.56元一路涨至64.20元，直至上周五成交额才明显放大，换手率达到了41.96%。

而今，江苏有线的总市值已经超越了诸多A股中的白马蓝筹股，诸如广发证券、格力电器、海康威视、中国联通、招商证券等个股均望其项背，而其总市值已经直逼包括光大银行、平安银行、长江电力、上港集团等大盘蓝筹股，距离中国建筑、上汽集团和中国交建等也不远了。

兴业证券指出，在流动性充裕的大背景下，资金开始集中涌入板块中疯狂“抢筹” ，建议投资者在次新股“燥热”中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享受板块整体性机会的同时精研个股，坚定持有具有“新”、“炫”特征、稀缺性强、具有安全边际的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