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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假摔” 市场风格转换受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 唐立

创业板指数周二出现

2.43%

的大

跌，昨日被证明不过是一次“假摔”。

昨日创业板指数不仅以大幅拉升

的走势再度爆发， 而且盘中还创出

2011

年

8

月以来的反弹新高———

925.01

点。截至当日收盘，创业板指数

大涨

3.31%

，报于

923.41

点。

从盘面上看， 昨日创业板个股几

乎全线飘红。

339

只正常交易的个股

中，仅爱尔眼科、莱美药业、探路者、硕

贝德等

8

股出现下跌， 领跌的硕贝德

跌

2.38%

，是当日唯一一只跌幅在

2%

以上的创业板股。此外，除福瑞股份平

盘报收外， 其余

330

只创业板股均录

得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坚瑞消防、光

线传媒、舒泰神、欣旺达等

7

股以涨停

收盘，翰宇药业、劲胜股份、天喻信息

等

63

股则纷纷涨逾

5%

。

创业板指数大跌大涨的过山车式

走法， 显然给大多数投资者带来了不

小的刺激。 短期市场风格会否借此形

成转换，也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

回顾去年

12

月

4

日以来的这波

反弹行情， 可以发现创业板指的上升

趋势异常明显，截至昨日收盘，该指数

已累计上涨

55.55%

。

3

月初至

4

月中

旬，创业板指数曾出现过月余的盘整，

但

4

月

16

日再次反弹之后，该指数目

前已呈现出向上突破整理平台的态

势。 最新收盘点位不仅远高于年线上

方，而且也带动

5

日、

10

日等短期均线

形成多头并列的形态。

相比于创业板指数的走势， 代表

蓝筹权重的上证综指目前却处于胶着

状态， 多空双方针对年线的争夺正你

来我往。 这种权重股和中小盘股的明

显分化， 也被不少机构投资者认为是

市场风格出现了转换的有力佐证。

钱坤投资认为， 上证指数涨跌反

复无常，主要是太过依赖金融股，使得

其他周期股的成长性受到质疑， 而中

小板、创业板指数反而在走上升通道，

八二现象分化严重。 投资者后市可继

续关注一季度业绩增长的中小盘个

股，如农药股、科技股等。

尽管创业板指数昨日尽显强势，

但随此而增的投资风险也引起了一些

投资者的警惕。 经过前期系统性地去

泡沫化之后， 目前不少创业板股已累

积不小的涨幅， 且绝对股价也处于高

位，风险开始显现。

其中最典型的个股如昨日涨停的

泰格医药， 最新价格收于

107.25

元，一

举成为两市目前仅有的

3

只百元股之

一。 数据显示，泰格医药自去年

12

月

4

日反弹以来， 截至昨日收盘累计大涨

118.97%

，动态市盈率也攀升至

65.3

倍。

对于大涨之后创业板所隐藏的风

险， 大摩投资的观点就具有一定典型

性。 大摩投资认为，创业板中高送转、

填权、高成长性个股连创新高，背后虽

有一定的业绩作为支撑， 但是很多创

业板公司的股价仍有被高估的迹象，

因此投资者继续追涨的风险非常大。

虽然创业板昨日

157.1

亿元的成

交额创出了

3

月

12

日以来的新高，但

相较近

3

日情况而言， 并未出现明显

放大。西部证券投资者顾问刘浪认为，

近期市场受消息面左右的程度很高，说

明在市场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 投资者

信心并不充分， 使得短线腾挪的存量资

金主导了市场走势。 短期市场将继续以

震荡市为主， 概念板块主导的结构化行

情仍将是市场主流。 技术上看，沪深股指

均有所止跌企稳，创业板指数大涨，后市

有望促使反弹行情走向深化。

34家创业板5月解禁市值351亿元

张刚

统计显示，

2013

年

5

月份， 沪深

两市合计限售股解禁市值为

1832.74

亿元， 比

4

月份增加了

952.24

亿元，

增加幅度为

108.15%

， 目前计算为年

内第三高。

其中，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的解禁

市值为

1274.42

亿元， 比

4

月份增加

587.59

亿元， 增加幅度为

85.55%

；股

改、 增发等部分的非首发原股东解禁

市值为

558.32

亿元， 比

4

月份增加

364.65

亿元，增加幅度为

188.28%

。

若从平均数比较，

5

月份日均限

售股解禁市值为

83.31

亿元， 比

4

月

份增加

34.39

亿元 ， 增加幅度为

70.30%

；平均每家公司的解禁市值为

17.13

亿元，比

4

月份增加

5.84

亿元，

增加幅度为

51.73%

。从环比数据看，

5

月份限售股解禁的上市公司家数环比

增加三成多，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解禁

市值环比增加八成多， 非首发限售股

解禁市值环比增加近

2

倍。

值得关注的是，

5

月有

34

家创业板

公司的限售股解禁， 占月内解禁

107

家

公司的

31.78%

。

34

家公司合计解禁市值

为

351.05

亿元，为年内单月解禁市值的

第二高水平。 其中，

18

家公司的解禁股

数为限售期为

36

个月的首发原股东持

股。 解禁股数占解禁前流通

A

股比例最

高的前三家公司为银之杰、康芝药业、劲

胜股份， 比例为

206.44%

、

182.93%

、

167.57%

；解禁市值最高前三家公司分别

为三聚环保、长信科技、华谊兄弟，市值

为

41.89

亿元、

41.03

亿元、

39.37

亿元。

另据统计，

5

月份

107

家限售股解

禁的上市公司中， 解禁股数占解禁前流

通

A

股比例在

30%

以上的有

63

家，解

禁股数占解禁前流通

A

股比例

100%

以

上的公司有

28

家。 其中，比例最高前三

家公司分别是爱施德，比例达

582.37%

；

其次是海普瑞，比例为

370.15%

；广联达

位居第三，比例为

311.94%

。

（作者单位：西南证券）

� � � � 吴国平（财经名博）：股期时

代迎来第 645 个交易日，主力合约

适当回撤，展开了收复失地的反攻

走势。 虽然没全部收复，但也收复

了一大半失地。 我们发现，空方席

位有主动大幅减持。 结合近期的走

势，投资者更应发觉当下行情的不

简单。

最精彩的是个股行情， 周二不

少阴线杀跌的个股，昨日出现涨停，

并再次刷新高点。当然，昨日亦有再

创新低的板块，其中不少是酿酒股。

笔者看来，经历连续杀跌后，该板块

会迎来阶段性的机会。

市场的博弈耐人寻味： 上周五

股指大涨 47 点，周末一片唱多的声

音，很多投资者跃跃欲试。 结果，周

二股指暴跌 57 点， 给人当头一棒。

昨日，主力反其道而行之，大涨 33

点。而且，昨日上证指数成交额只有

790 亿， 这反映很多散户不敢追涨

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主力完全可

以再来个大涨，持续逼空，让广

大投资者无所适从。

朱人伟（网友）：市场延续

着近期宽幅震荡的特征， 尤其

是股指围绕年线附近来回拉

锯， 更是令很多投资者摸不着

头脑。目前临近五一长假，按照

惯例，主力交投欲望不会太强烈，市

场表现也会相对清淡。 但近期大盘

强势横盘的表现， 一定程度上表明

主力对后市并不看空。

昨日两市的强势表现， 也使得

前一交易日的巨阴杀跌更像是借利

空洗盘，大盘在 2165 点的支撑依然

有效。 近期的债市整顿不应定义为

对整体股市的利空， 因为严格的债

券监管本身利于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 且这一举措也将利于部分资金

回流股市。 总之，不应把“规范” 二

字视作利空。

在热点题材轮动下。 目前市场

依然保持着较强操作性， 沪指 5 日

均线继续位于 10 日均线及半年线

之上， 预计大盘重心依然会在震荡

中逐步上移。

（刘雯亮 整理）

以上内容摘自财苑社区（cy.

stcn.com）

外资机构普遍认为：

中国股市已“可以买入”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过去

3

年， 中国内地股市雄冠

全球。在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下，

外资连续撤离中国内地。不过，在中

国股市的跌跌不休中， 外资机构看

到了买入时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

股市或已经到达估值谷底。

据美国专业资金流向监测机构

EPFR

提供的数据，截至

4

月

17

日

的

8

周， 海外基金经理从中国股票

基金撤资

31

亿美元；对比此前的

8

周，他们买入了

36

亿美元。 资金撤

离导致上市中国企业估值低位徘

徊。彭博社数据显示，

A

股整体市盈

率仅有

13

倍左右， 远低于

2007

年

9

月

33

倍的高位。

经济放缓是导致投资者对中国

股市信心不断减弱的主要原因。 官

方数据显示，

2013

年前三个月中国

经济增长率为

7.7%

， 略低于

2012

年第四季度中

7.9%

增长率 。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2006

年， 中国曾有高达

12.4%

的季度增

长率。近日，中国公布的汇丰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预览指数显示制造业扩

张步伐放缓， 这导致中国股市遭遇

更大力度的抛售。

但是， 高盛集团资产管理部门

大 中 华 区 证 券 业 务 主 管

Alina

Chiew

认为， 市场需要逐渐放弃对

中国经济维持两位数百分比增长的

预期， 投资者应该对他们愿意支付

的公平价值进行调整。 在中国进行

投资的关键是要学会忽略经济周期

性的谷底， 而是要着眼于经济未来

长远的增长潜力。

Alina Chiew

并指出，随着股市

价值的持续下跌以及企业盈利增长

将会放缓的预期， 中国股市正在变

得极有吸引力。 她说：“我们可能已

经在盈利和估值周期的槽线， 现在

是入场的一个很好时机。 ” 华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驻香港的董事总经

理应玉明也认为， 中国股票价格现

在很便宜。

在看风景中保留一份清醒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当上证综指还在纠结于何时能走

出底部、站稳年线，当投资者还在争论

蓝筹股是否还有投资价值时， 这边的

风景静悄悄： 创业板指数昨日报收于

923.41 点， 创近两年新高， 涨幅为

3.31%，成交 157.1 亿元，4 只创业板股

票涨停。 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

不少创业板个股涨幅惊人， 远远跑赢

大盘和蓝筹股， 部分个股甚至涨幅翻

倍。 这其中到底有何“玄机” 呢？

看看那些创业板的牛股吧，光线传

媒、掌趣科技、翰宇药业、乐视网……从

行业属性来说， 这些股票要么是医药、

节能环保，要么是新科技、新消费。一句

话，这些行业或者符合未来内需驱动的

发展方向， 符合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

升级要求，或者属于轻资产公司，产业

附加值高，行业空间广阔。

从具体操作手法来说，目前 A 股

整体上较为低迷，人气不足，投资者信

心缺乏，市场增量资金极为有限，结构

性行情和局部性行情主要是存量资金

主导和撬动，比如游资。

创业板股票大多流通盘较小，不

到 1 亿股， 较小的流通股易于有限的

存量资金掌控， 这些创业板个股也容

易走出独立行情。相反，蓝筹股流通盘

太大，除非出现超跌或者系统性行情，

场外资金源源不断进入， 否则蓝筹股

集体启动就不太可能。

在弱市下，题材概念股最容易走强，

创业板就是高分红和高送转的大本营。

根据媒体统计，截至 4月 23日，创业板有

345 家上市公司发布了 2012 年年报，其

中，有 315 家上市公司分红，分红占比高

达 91.3%。 此外，在 315家拟分红公司中，

实现每 10 股转增超 5 股的公司有 113

家； 实现每 10 股转增超 10 股的公司有

59家。创业板个股的高送转，给存量资金

狙击创造了很好的理由和条件。

投资者应该清醒地看到， 创业板股

票也许还会发力往上涨， 但当羊群效应

发生时，风险也随之而来。 以估值而论，

创业板静态市盈率 （PE） 目前高达 43

倍， 远远高于沪深 300 指数的 10 倍，A

股整体 PE 也仅有 13 倍左右。 以动态

PE 而言，创业板整体估值也高过 A 股主

板的 3 倍左右。

在经济弱复苏的背景下， 当上市

公司一季报披露完以后， 券商研报对

创业板公司的盈利预测也会下调，当

估值之“高” 难以支撑业绩之“低 ”

时，创业板股票在大涨之后的暴跌，并

非危言耸听。

无论如何，一部分创业板公司代表未

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这些公司中一

定会出现伟大的公司。 投资者给予创业

板股票一定的溢价， 总比给予那些央企

等“铁公鸡” 要强。 这些央企靠着垄断地

位，却吝于给投资者分红。 从这个角度来

说，创业板股票出现适度泡沫，是不是比

国企上市公司更“健康”一些呢？

财苑社区

MicroBlog

机构视点

Viewpoints

王亚伟的“新欢”

证券时报记者 唐立

昔日公募基金“一哥” 王亚伟转

战私募后， 其持股动向依然备受投资

者关注。 随着上市公司 2012 年报和

2013 年一季度报的披露逐渐进入尾

声，新的“王亚伟概念股” 依次揭开神

秘的面纱。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王亚伟执掌

的昀沣最新持有的个股除了乐凯胶片

等“旧爱” 外，三聚环保、天壕节能、长

城集团、中际装备、神农大丰等 5 只创

业板股票也成了其“新欢” 。就一季度

的表现来看， 三聚环保和天壕节能足

以为王亚伟荣耀增色，2 只股票一季

度的累计涨幅分别高达 69.71% 、

21.67%，远胜上证综指同期下跌 1.43%

的表现。

由于三聚环保和天壕节能一季

度大放光彩，也使得同期表现相对黯

淡的长城集团、中际装备和神农大丰

等另外 3 只创业板股在 “王亚伟概

念” 中鲜受关注，3 只股票一季度均

出现下跌， 累计跌幅分别为 3.38%、

6.46%、2.64%。

不过，进入 4 月以来，这 3 只股票

携手发力， 截至昨日收盘所累积的月

度 涨 幅 分 别 达 到 2.38% 、14.19% 、

6.26%，而三聚环保和天壕节能的 4 月累计

涨幅分别达到了 22.29%、7.71%。

就综合表现来看， 三聚环保显然是

“王亚伟概念股” 中最为得意的创业板

股。 根据一季报数据，昀沣持有三聚环保

1930 万股，占该股流通股本的 9.48%，位居

三聚环保十大流通股东之首。

截至目前，昀沣在创业板的持股个数

以及持股数量， 均显示出转战私募后，王

亚伟投资风格出现了新变化。

之前屡屡精准押宝重组题材的王

亚伟， 会在一直存有话题争议的创业

板掀起怎样的风波呢？ 我们不妨拭目

以待。

风险未释放到位

光大证券研究所：近来市场调

整的三个月，是市场情绪连续变化

的三个月。 在宏观经济复苏力度减

弱的事实面前， 市场信心日渐疲

弱。 既然过去几个月市场疲弱源于

复苏动能减弱。 那么，未来风险释

放到位的条件大概只有两个：要么

市场预期见底，要么经济复苏重新

抬头。

短期看，经济复苏强度主要取

决于需求面。 截至目前，还看不到

产成品补库存周期展开的迹象。 消

费疲弱，真实利率和收入增速波动

都不利于消费增速大幅抬头。 出口

方面， 虽然今年

1

、

2

月份数据不

错，但进入

3

月后，短期负面因素

逐渐显现。 综合来看，需求面不振

的局面或将持续。

再看市场预期， 从今年

2

月份

以来， 关于经济复苏不确定性的探

讨多了起来。如果仅仅是担忧，风险

相对有限。 但当这种担忧遭遇较高

仓位的时候，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

如果宏观数据可以证伪二次探底担

忧，风险基本可控；反之，甚至进一步

证实市场担忧，那么目前相对较高的

仓位会成为市场下跌的助推力量。

不确定性中寻找机会

民族证券研究所：鉴于二季度初

市场仍需要消化经济弱势复苏，市

场仍会维持弱势震荡格局， 上证指

数最低会考验

2100

点。 到了二季度

中期， 随着更多经济复苏信号的出

现，市场有望掀起一轮反弹，或将达

到

2350

点。

由于经济“弱复苏”导致周期性

行业需求弹性低于预期，地产调控，

规范银行理财等导致市场风险偏好

降低等因素， 二季度资产配置主要

以防御类为主。

中期的资产配置需要在不确

定性环境中寻找确定性机会，包括

由于

2008

年之后， 企业和家庭杠

杆率大幅度上升， 为保持经济的

稳定增长， 政府杠杆率上升将是

大概率事件， 因此需要把握好财

政支出扩张以及政府刺激消费的

着力点。 前者包括基建、环保、医

药等，后者包括汽车、房地产、消费

电子等。

（刘雯亮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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