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机构三季度增仓情况和机构
近期调研情况看，多家次新股在被
机构在三季度被大增增仓的同时，
在近期机构调研中也多次露面。

统计数据显示，在 2016年下半
年以来上市的 605 家次新股中，有
442家公司在 2017年三季度被机构
增持，而被机构持股市值较大且超
过百亿元的就达 24家，如 2016年
度上市的兆易创新、江苏银行、上海
银行、安图生物、贵阳银行等，2017
年度上市的上海环境、欧派家居、尚
品宅配、寒锐钴业等。其中，2017年

3月 6日上市的寒锐钴业，在去年三
季度被包括汇添富基金等 26 家机
构增持了 637万股，涉及市值变动
12.63亿元；2017 年 5 月 15日上市
的苏垦农发，在三季度被包括宝盈
资源优选基金、广发多策略灵活配
置等 21 家机构增持 3597 万股，涉
及市值 5.39亿元。

对于这些机构增仓或看好的公
司，记者发现有 234家司在近一年
中获得了机构积极调研，如身处家
庭装饰品的尚品宅配和欧派家居、
医疗保健设备的荣泰健康、开立医

疗和欧普康视，电子元件的三利谱、
洁美科技和科森科技、半导体产品
的圣邦股份和富瀚微等，他们均被
机构多次调研。其中以荣泰健康为
例，其合计被 275家机构进行了 46
次调研，其中私募家数 130家，基金
公司 68家，证券公司 52家。“机构
看好才去调研，总体上有正面的反
馈。”陈勇如是说。

记者还发现，在这 234被机构
调研过的次新股中，有 77家公司公
布了 2017年度业绩预告，从业绩预
告情况看，除 13家公司业绩预减和

1家业绩不确定外，余下的 63家次
新股公司年度业绩全部预盈，如荣
晟环保、金龙羽业绩翻倍增长，同兴
达、英科医疗、弘亚数控、开立医疗、
尚品宅配出现 50%以上的业绩增
长。以被机构调研最多的尚品宅配
来说，做为一家强调依托高科技创
新性迅速发展的家具企业，其于
2017年 3月 7日上市，上市以来基
金、券商保险、私募等 289家机构合
计调研过 25次。公司预计，2017年
度净利润将同比增长 40%~60%。

(新华网)

机构积极调研业绩增长次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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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年初时盘面其实是不
明朗的，押小还不能说是错，押大
也看不出会赢。贵州茅台 2017年
年初时股价才 334元，到 2017年
3月底也才 386元；格力电器 2017
年年初时 25元，那是从 30元跌下
来的，到 2017年 3月底也才 31元
多。涨得猛的倒是老板电器，它被
归入白马股。小盘股里随便拿几只
次新股出来，比如集智股份，2017
年年初时 89元，到 2017年 3月底
77元；万集科技 2017年年初时 59
元，2017年 3月底时 48元；博思
软件 2017 年年初时 85 元，2017
年 3月底时 77元。小盘股也不是
一路下跌的，像万集科技，期间短
时间里还有一波从 44 元涨到 68
元的行情。单看这样的市场格局和
走势，分化虽然已经产生，但反差
还不大，应该说还是正常的。

但到了 2017 年年底再一对
比，贵州茅台股价翻倍，小盘股普

遍腰斩，这一涨一跌可谓天壤之
别，买进贵州茅台的与买进小盘股
的，一涨一跌之间的市值损益至少
差两倍。小盘股为什么会跌得这么

惨？起因是“10送 30全世界都没
有”，后来又有针对次新股炒作的
专项执法行动，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10送 30确实没有了，连 10送
10也很少了，没有专项执法行动
次新股炒作也要熄火。次新股一
跌，小盘股也跟着跌，资金都被腾
挪到大盘蓝筹股中去了，所以到了
2017年底中小盘股就跌得面目全
非了。

2017年押大获得完胜，起到
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因此 2018年
伊始仍然具有强大的惯性力量，押
大的声势不减。股市就是这样，一
旦趋势形成，会不断自我强化，直
到否定的声音全部消失为止，所谓
空头不死，多头不止。但纵观 A股
历史，一种趋势一以贯之是从来也
没有过的，过去大盘股也有过风光
无限的时候，但最多强势一年，风
水就要转。2017年大盘蓝筹股的
风光不能从年头算起，因此一年时
间还没到，2018 年再接再厉风光
到春节前后还是很有可能的，所以
押大的人仍然是多数，而押小的人
恐怕还要蛰伏一段时间。

押大仍有强大惯性力量

元旦过后，大盘持续反弹，2017年下半年表现强势的大盘消费蓝筹依

然成为本轮反弹行情主力，基本面俨然是投资者选股第一标准。1月 19日，

上市公司 2017年年度业绩披露工作即将正式展开，由此引发的年报炒作行

情也将随之而来，做为年报炒作行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次新股的炒作或将随

之重燃。

年报行情即将展开

机构追捧绩优次新股

作为市场中重要的投资热点
之一，每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期
间，市场炒作次新股的业绩超预
期、高送转预期的热情持续高涨，
近期很可能会重燃。“有业绩支撑
且调整到位的次新股极可能会借
年报炒作行情之力开启上涨模
式。”华泰证券策略分析师陈亚龙
如是说。
《红周刊》记者梳理 A 股历史

数据发现，在每轮新股发行加速
年，次新股都会获得超越同期大盘
的表现，以近几年新股发行家数逐
年递增的 2014、2015 和 2016 年为
例，在大盘上涨了 52.87%、9.41%
和-12.31%的同期，次新股指数分
别 上 涨 了 91.88% 、250.55% 和
13.11%，次新股的整体表现明显优
于大盘。然而风格突变的是，在
2017年新股发行大年，次新股反而
成为市场中最不受关注的群体。

2017年，438 家新股发行上市
创出历史新纪录，但与发行家数超
预期表现相反的是，新股上市“连
板”效应却明显降温，由 2016 年新

股上市后平均 13个“一字板”表现，
下降到目前平均只有 9个板左右，
新股开板平均涨幅也由 2016年的
430%下降到 2017年的 200%。新股
炒作的快速降温使得一直跟风新股
的次新股也表现不佳，在 2017年大
盘上涨 6.56%的背景下，次新股指
数仅上涨了 3.37%，远远落后于往
年次新股表现。

“去年次新股和新股炒作行情
的大幅回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监
管环境的强化升级，使得资金风险
偏好明显下降，单纯资金推动和炒
高送转预期的次新股行情受到明
显影响。”陈亚龙表示。记者也发
现，二级市场中一些次新股在出现
连续涨停之后，往往会受到监管问
询而出现停牌自查，如京泉华、川

恒股份、中大力德等无不是在连续
涨停时被监管紧急叫停。对于监管
层的如此做法，表面上似乎是震慑
了市场资金的炒作激情，但同时也

让很多次新股在开板后出现了持
续深度调整，将很多高位买进者套
牢。

监管收紧导致次新股炒作降温

“在强监管严审下，二级市场
次新股水分已被大幅挤掉，尤其是
去年四季度上市的新股涨幅仅在
150%左右。因此，没充分反映估值
水平的、价值没被充分挖掘的次新
股仍具有安全垫，未来会有进一步
上升空间。”申万宏源新股策略组
主管林瑾并未因监管升级而特意
看空次新股，相反，她认为在经历
了非理性期的洗礼，次新股目前的
业绩、估值、价格更能反映其真实
情况。

记者统计发现，自 2016年下半
年以来，二级市场中的次新股有 605
家，其中已预告 2017年年度业绩的
达 199家，占比三成。在这些预告年
度业绩的公司中，预喜的家数达 163
家(预增 26家，续盈 35家，略增 102
家)，占比 81.91%；业绩预忧的次新
股有 28家；预告业绩不确定的有 8
家。在业绩预喜的 163家次新股中，
有 26 家公司预告全年归属上市公
司净利润上限同比增长超过 50%，
而永安行、华能水电、荣晟环保、赛

腾股份、药石科技等 10家公司，全
年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超过
100%。其中，药石科技则是药物研
发领域全球领先的创新型化学产品
和服务供应商，其是药物分子砌块
CRO领域龙头，2017年业绩预告净
利润约 6400万元~7450万元，增长
幅度在 77.21%~106.28%。

“有七成次新股在上市第二年
业绩表现最优，从行情炒作逻辑看，
上市第一年，超额收益在 20%上下
波动；上市第二年，持续跑赢大盘的
同时有较大波动；上市第三年，则个
股走势相对平稳，波动率显著收
窄。”林瑾对于次新股未来可能存在
的机会如是说。她认为投资者可关
注一些行业集中度高且成长性好的
次新股，如从传统行业转向新兴产
业的计算机、通信、软件信息技术、
工业材料、医疗保健、专用设备制造
和可选消费等行业中的个股，“业绩
增速与估值匹配，未来盈利增速都
将保持在 30%左右，且自上市后连
续涨停板个数较少的次新股均可重

点留意”。
“对于当前发审委对拟 IPO公

司的业绩要求更严的背景下，真正
具备持续成长性的次新股已经值得
跟踪了。”联讯证券高级策略分析师
陈勇也建议投资者积极为正在来临
的春耕行情做准备，“一季度由于宏
观数据的真空期，资金面的相对宽
松和投资者情绪高涨，往往带来一
波春季躁动行情。在市场目前注重
公司业绩的背景下，提前披露年报
业绩公司值得关注，特别是一些
2017年新上市并已经出现大幅回调
且业绩有持续增长的公司值得关
注”。

在次新股具体标的选择上，陈
勇认为随着很多绩优次新股在去年
的持续回调，目前很多公司的估值
已经回归到合理位置，结合向好年
度业绩预期，不排除其有上攻的需
求。“年报高送转预期也会刺激次新
股表现。”陈勇觉得次新股选择中，

投资者目前可关注 PEG 值小于 1
的次新股，如索通发展、寒锐钴业、
荣晟环保、宣亚国际、科森科技、华
正新材等，“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
率即 PEG 这个指标是衡量业绩成
长性的重要指标之一，PEG值越低，
股价遭低估的可能性越大”。
“当然，对于次新股的选择除了

业绩因素外，如果再叠加定位比较
明确、募投项目明确，且又具备高送
转预期，则这样的公司优势更为确
定了。”在关注基本面的同时，陈勇
也提出了主题和择时的重要性。他
认为，一些符合政策风口的主题性
题材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如低价
大盘蓝筹、人工智能、5G概念、新经
济概念股、芯片等；而择时则是考虑
当市场行情处于低迷时而逆市表现
题材，其中率先走出的公司大多是
具备一定领跑素质的，如贵州燃气
回调后的二次腾飞，除涨价题材助
力外，基本面的稳定不容忽视。

上市一年的绩优次新股机会大

新年伊始，A股开门红，几大指数同步上涨，但细看之后可以发现，
2017年一九格局的阴影若隐若现。那么 2018年还会延续 2017年的市场
格局吗？换言之，2018年是押大还是押小？2017年押小的全错了，特别是
2017年下半年以后，发现押小犯错的纷纷转向押大，加剧了一九分化的
趋势。显然这个惯性现在还在，甚至还很强大，很多人继续押大，但主张押
小的人也渐多，这就形成了新年一涨九不跌的开局。这种局面肯定是不可
能持久的，终究还是要分化的，怎么判断是个大问题。

2018年
押大还是押小？

股市操作最忌思维定势，2017
年押小就是输在思维定势上，2018
年押大会不会也重蹈覆辙？不妨
来分析一下。贵州茅台涨到近 500
元时，市场的疑虑是最大的，因为

A 股的绝对股价还没有超过 500
元的。但是现在贵州茅台涨到 700
元之上了，看空的声音反而听不到
了。股市是个创造奇迹的地方，专
治各种不服。笔者也怀疑过贵州
茅台能涨多高，现在也不敢说它到
顶了。这也就是说，在贵州茅台上，
空头都死绝了。贵州茅台俨然已
成为大盘蓝筹股的标杆，是多头力
扛的大旗，但物极必反的规律还是
要发挥作用的。多头在极力撑起
这杆大旗时，后续是否还有第二梯
队能跟上，这才是关键。现在后续
梯队似乎跟不上了，至少市场号召
力已经不足了。

押大的理由人们已经很熟悉
了，一是业绩为王，二是强者恒强，

三是以大为美。业绩为王自然是
没错的。强者恒强则要看强到什
么程度了，如果强到贵的程度，那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卖的。至于
以大为美，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了。

小盘股中有业绩好的，也有走势强
的，以盘子大小论优劣的理由是流
动性溢价，其实这个逻辑在全世界
都行不通，因为大盘股多是从小盘
股发展过来的。为什么全世界 10
送 30确实很少？因为全世界都不
以盘子大小论优劣，盘子小成长性
强，市场给予的溢价反而高，所以
上市公司没有动力要快速扩大股
本。

所谓押小只是一种简便的说
法，更准确地说是押宝超跌股，只
是超跌股中以中小盘股居多。现在
一边是少部分涨幅高达一倍的大
盘蓝筹股和白马股，另一边是大部
分股价被腰斩甚至再腰斩的中小
盘股。买进前者短期内可能还能涨
一段，不会受煎熬，而买进后者则
可能还要蛰伏一段时间，不知道什
么时候能起来，可能还要输时间。
其实未来天平会朝向哪里是不言
而喻的，但思维定势干扰了人们作
出正确的判断。现在押小的人都不
好意思说自己押了小，而押大的人
则可以趾高气扬宣言自己押了大。
这正是变化的前兆，押小将只输时
间不输钱。 (新华网)

押小将只输时间不输钱

声

明

荫象山县石浦赛芳保健品店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321001812102，声明作废。

荫象山骏杰液压机械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3321001637301，声明作废。

荫象山高塘茂荣商行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21002225301，声明作废。

荫象山县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大队遗失浙
江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代码：11101，号
码：15018197104，声明作废。

旺铺招租
位于丹东街道丹南路巨和苑小区 1号楼商铺两间

（系物业经营用房），面积分别为 103.74 平方米、101.2
平方米，地理位置好，人流量大，水电齐全，现诚招经营
商（婉拒餐饮、洗浴等），租金面议。

联系人：孙女士 热线电话：13429223000

买房卖房找天空，天空房产中介竭诚为您
服务。公道中正，热情专业，价格实在，欢
迎您来电来访。电话：59114360 地址：
欢乐家园欢乐路 97-99号
收发电机和压铸机等设备：铝压铸机、压机、冲
床、车床、变压器、铣床、数控加工中心等设备回收，现金、
高效、诚信 13588608700（永康）牟。
厂房、店屋出租：工业园区园中路有 1000㎡一楼厂
房出租，天安路一间店屋出租，有意者 13516780026联
系。

房屋出租：起春路 14 - 1 - 2 号仓储用房（内有食
堂、仓库、车库、办公室）出租，总面积 300 多平
方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65656339 高女士。
商务、公务、旅游包车：象山客运中心，6 座、16
座、19 座、38 座、46 座、54 座、60 座、70 座。电话：
66928888 1373213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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