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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服务“小微”

新三板是主战场

低估值+景气向上

军工股配置机会来临
近期市场震荡寻底，场内热点较前期

有所萎缩，不过军工板块频繁脉冲，弱市
受到投资者关注。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相
关利空出尽，市场风险偏好将逐步回升，
叠加当前军工板块指数跌破千点至 2018
年以来最低位置，板块估值水平相当于
2014年 6月水平，这为军工板块中长期
布局带来较好的配置机会。
今年市场环境复杂多变，军工板块虽

然处于景气向上周期，但受制于基本面改
善节奏、估值水平、市场风险偏好等因素影
响，整体仍将呈现阶段性、结构化的特征。
据 wind 数据统计，截至 26 日收

盘，今年以来国防军工指数累计跌幅达到
23 . 41%，在全部 28个一级行业中排位
倒数第五。与此同时， 49只成分股中，
今年以来累计跌幅超过 10%的股票则有
37 只，占比达到 75 . 51% ；跌幅超过

30%的股票亦有 17只，*ST船舶、中船
防务、雷科防务跌幅分居前三，分别为
61 .49%、 50 .45%、 47 .02%。
根据中金公司测算，当前中证军工指

数对应 2 . 23xP/B，接近 2010年以来的
最低点（ 2012 年 1 . 91xP/B ）；对应
53 . 9xTTMP/E ，低于近 10 年估值中
枢，回到 2013-2014年位置。
东兴证券分析师陆洲认为，目前投资

者风险偏好已经基本触底，未来各种负面
因素对投资者心理的冲击会递减；估值方
面，剔除部分亏损标的，目前军工板块整体
估值水平已不到 50倍，虽然绝对值不低，
但相对自身历史水平已处于低位，且一些
优质个股目前股指已经在 30倍附近。
展望下半年，陆洲认为，下半年随着

军改的结束，军工板块的行业景气度或会
出现明显拐点，订单改善的弹性较大，具

备持续成长的确定性。整个板块今年至
少应该有相对收益，实现绝对收益的可
能性也很大。
据中金公司介绍，随着军工国企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动力、
凌云股份、中航光电、中航电测等军工
央企下属上市公司均筹划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但从经营业务来看多为民品或
军品零部件配套，从管理层级来看多为
央企三级或四级企业。 2018年 5月中
航沈飞披露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是军工
央企股权激励的重大突破，表明军工央
企股权激励正在向更为核心的军品总装
企业、层级更高的央企二级企业拓展。
与此同时，几年来炙手可热的军民

融合在资本市场上也被投资者寄予厚
望。申万宏源分析师周海晨认为，一方
面，军民融合等政策有望加速落地，有

助于提升军工估值中枢；另一方面，军
民融合对军工企业带来利润改善。就个
企来看，军民融合有利于军工企业扩展
下游需求空间、降低经营风险，主力企
业业绩水平提升。随着军民融合的持续
推进，后续军品定价机制有望实现突
破，或带来军工企业的利润释放。
业内人士认为，军工央企混改、军

工集团资产证券化、军工科研院所改制
已全面进入加速时期，接下来建议重点
关注政策的出台以及改革试点的落地；
军品定价改革也值得期待。

据《中国证券报》

A股全线走低
沪指盘中击穿 2800点

■昨日股市

27 日 A 股全线回落。上证综指盘中击穿
2800 点，与深证成指同步录得 1% 以上的跌
幅。中小板指数表现相对较弱，跌幅超过 2%。
当日上证综指以 2842 . 40点小幅低开，早

盘短暂翻红并上摸 2854 . 26点后震荡下行，午
后击穿 2800点整数位并下探 2798 .80点的全天
低点。尾盘沪指收报 2813 . 18 点，跌 31 . 33
点，跌幅为 1 .10%。
深证成指收报 9168 .66点，跌 170 .71点，

跌幅达到 1 .83%。
创业板指数跌 1 . 19% ，以 1546 . 23 点报

收。中小板指数表现相对较弱，收报 6327 . 40
点，跌幅达到 2 .07%。
伴随股指下行，沪深两市大部分个股收跌，

仅千余只品种上涨。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
股，两市 40多只个股涨停。沪市新股 N彤程挂
牌上市，首日涨幅接近 44%。
行业板块表现不佳。白酒板块以逾 4%的幅

度出现在跌幅榜首位。机场服务、啤酒、酒店
餐饮等多个板块跌幅也超过了 2% 。石油燃气
板块逆势走强，纺织、造纸、半导体等板块温
和收涨。
沪深 B指继续下行。上证 B指微跌 0 .07%

至 288 . 07点，深证 B指跌 0 . 47%至 1047 . 79
点。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1424 亿元和 1838 亿

元，总量与前一交易日基本持平。
据新华社

■企业投融资专栏

世界杯首轮小组赛，大
小冷门频出使得本届世界杯
成为最冷世界杯。西班牙、
阿根廷、德国、巴西等传统
豪强均未取得胜利，不少彩
友直呼比赛太难猜。 6月 20
日，以世界杯赛事为竞猜对
象的首个足彩 14场胜负彩奖
期即第 2018075期开奖，随
着诸多冷门的爆出，全国仅
中出 6 注头奖，头奖单注奖
金高达 386 万多元，二等奖
奖金也达到了 53171元。
尽管广西彩民在本期开

奖中无缘头奖，却收获了奖
金成色也十分可观的二等
奖。其中，邕宁一彩民独揽 2
注二等奖，收获奖金 10万余
元。近日，该幸运彩民现身
广西区体彩中心领取了奖
金。从出示的奖票显示，中
奖的是一张大复式投注票，
共有 5 场比赛全包 3 个赛
果、 5 场比赛双选、 4 场比
赛单挑一个赛果。由于错了
哥伦比亚 VS日本这一场，该
彩民遗憾错失头奖，最终收
获 2注二等奖。

当期，所有比赛均为世
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可谓是
冷门扎堆，其中德国队 0比 1
输给墨西哥成为最大冷门，
猜中率仅有 6 . 13%；哥伦比
亚 1 比 2 负于日本成为第二
冷门，猜中率只有 7 . 28%；
阿根廷 1 比 1 战平冰岛、巴
西 1 比 1 战平瑞士成为第三
第四冷门，猜中率分别为
14 .87%、 16 .38%。大冷门
齐出，竞猜难度骤然提升，
令不少彩友只能望奖池而兴
叹。

蓝翼

冷门世界杯推高足彩奖金

邕宁彩民揽14场胜负彩
10万奖金

为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出台了多项措施，包括直接融
资和间接融资层面。在间接融资层面，今年三次
定向降准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小微企业。在直接
融资层面，支持小微企业的举措也推出了很多，
但要实现不折不扣地落地，还要寄望于多层次资
本市场改革的稳妥推进，尤其是新三板。
新三板挂牌公司共有 11257家，其中创新层

939家，基础层 10318家。这些公司大多数都属于
小微企业范畴。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主板、
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都要求企业具备一定的规
模，因此资本市场服务小微企业发展的主战场在
新三板，其首要职责就是确保小微企业的融资和
再融资渠道畅通。
其实，今年以来国家层面的一些改革都涉及

到了新三板市场建设。比如 6 月 15 日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修订 QF I I 和

RQFII 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公开透明、操作便
利、风险可控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吸引更多
境外长期资金投资境内资本市场。这里面也包括
新三板。
现在，国家各个层面都给予了小微企业很好

的政策支持，接下来就是要落实好货币、财税等措
施，真正让小微企业感受到国家的支持和政策优
惠。在资本市场层面，支持小微企业需要采取一些
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尤其是新三板的改革更要乘
势而上，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推进改革措施落地。
小微活，就业旺，经济兴，做好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责任重大，资本市场尤其是新三板更要勇立
潮头，锐意改革，成为小微企业的“贴心人”。我们
有理由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新三板一定会
涌现出一批优质的创新型高科技公司。在新三板
成就小微企业的同时，小微企业的发展也会为新
三板增光添彩，从而进一步夯实多层次资本市场
体系。 据《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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