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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名 称
西宁特钢

*ST海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顺利办

*ST盐湖

青青稞酒

收 盘 价
3.64

3.05

6.15

6.34

12.93

4.01

4.20

-

13.21

涨跌幅（%）
+1.676

-0.327

-1.600

+0.158

+0.233

-0.249

+2.941

0.000

-1.197

成交量（手）
133295

18453

93051

76868

385874

42166

1091965

0

91162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名称
亿华通

文投控股

广汇汽车

安正时尚

睿能科技

时代新材

名称
高新兴

通用电梯

厚普股份

科隆股份

富瑞特装

深冷股份

收盘价
275.00

2.59

3.04

10.18

10.84

8.76

收盘价
3.76

17.05

10.93

8.53

7.21

20.51

涨幅（%）
13.97

10.21

10.14

10.05

10.05

10.05

涨幅（%）
20.13

19.99

19.98

19.97

19.97

16.07

名称
退市秋林

新疆火炬

利通电子

迎丰股份

日播时尚

通宝能源

名称
众应互联

美年健康

C恒宇

哈三联

宝明科技

中成股份

收盘价
0.33

16.55

25.21

11.44

7.22

4.74

收盘价
3.03

14.10

116.47

15.55

30.03

8.98

跌幅（%）
-10.81

-10.01

-10.00

-9.99

-7.67

-7.42

跌幅（%）
-10.09

-10.02

-9.28

-8.21

-7.57

-6.75

名称
包钢股份

广汇汽车

紫金矿业

洛阳钼业

华银电力

福田汽车

名称
京东方Ａ

美邦服饰

爱康科技

TCL科技

省广集团

湖北能源

收盘价
1.55

3.04

10.15

5.47

6.30

4.51

收盘价
6.38

3.41

2.78

9.83

5.61

5.89

成交额（万）
79358

89366

314180

138710

134850

91524

成交额（万）
514582

127395

98755

314442

161508

159148

新华社上海4月6日电（记者 徐蔚）今日，深交
所主板和中小板正式合并。两板合并后，深市主板
上市公司数将占A股的35%。深市自此开启主板
与创业板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发展格局，市场结
构更简洁、特色更鲜明、定位更清晰，更好地为处在
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服务。

形成更为高效、明晰的市场体系

合并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是顺应市场发展规
律的自然选择，也是构建简明清晰市场体系的内在
要求。

中小板自2004年设立起即定位为主板内设板
块，在主板制度框架下运行。经过近17年的发展，
中小板上市公司整体上不断发展壮大，在市值规
模、业绩表现、交易特征等方面已与主板趋同。

如在市值规模方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2
日，深市主板有上市公司468家，总市值约10万亿
元；中小板有上市公司 1004 家，总市值 13.4 万亿
元。两板合并后，深市主板公司数量约占A股上市
公司总数的35%；深市主板总市值超过23万亿元，
约占A股市场的三成。这一新的市场格局有利于
推动形成更为高效、明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再看个股市值，中小板多年发展孕育了不少大
市值龙头，与深主板的龙头公司规模相近。截至4
月2日，海康威视最新市值超过5000亿元，紧随其
后，比亚迪、牧原股份的总市值也分别超过4700亿
元、3900亿元。

从业绩表现看，据开源证券研究所统计，深市
主板、中小板公司在2017年至2019年的营业收入
复合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4%、11.3%，净利润复合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8%、12.2%，二者营业收入和
利润增速水平较为接近。

开源证券总裁助理兼研究所所长孙金钜表示，
中小板设立的初衷是实现从深市主板到创业板的
平稳过渡。中小板与深主板并无根本性差异，且在
诸多基本面指标上，中小板与主板的界限并不明
显。因此，深主板和中小板的合并是水到渠成。

两个统一四个不变

今年2月5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深交所启动
合并主板与中小板相关准备工作。4月6日，两板
正式实施合并。时间安排上与此前深交所提及的

“两个月过渡期”刚好吻合。
深主板、中小板合并后会发生哪些变化？记者

获悉，两板合并的总体安排是“两个统一、四个不
变”。“两个统一”指统一主板与中小板的业务规则，
统一运行监管模式。“四个不变”指板块合并后发行
上市条件不变、投资者门槛不变、交易机制不变、证
券代码及简称不变。

在两板合并业务规则整合过程中，深交所对交
易规则、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高送转指引等7
件规则进行了适应性修订，并废止2件通知，主要
涉及删除中小板相关表述、统一高送转定义、调整
相关交易指标计算基准指数、取消持续督导专员制
度等。

上述调整安排于4月6日两板合并实施时生效。
同时，深交所还提醒，以下事项调整自4月6日

起施行：
第一，关于证券类别。原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证券

类别变更为“主板A股”，证券代码和证券简称不变。
第 二 ，关 于 证 券 代 码 区 间 。 原 中 小 板

“002001-004999”证券代码区间由主板使用，深市
主板A股代码区间调整为“000001-004999”。

第三，关于指数调整。原中小板指数、中小板
综合指数、中小板300指数等的名称调整自合并正
式实施起生效。

第四，关于行情展示。交易、行情展示等前端
界面不再设置中小板股票专区。

深市主板和中小板正式合并
新华社上海4月 6日电（记者 汪友

若）今日，深市主板和中小板正式合并，形
成了由主板、创业板构成的市场新格局。
对于此次“两板合并”，受访机构普遍认
为，中小板此前长期承接深市主板IPO融
资功能，有着明显的过渡属性，本次合并
不会给二级市场带来异常影响。“合并没
有从制度设计上作大的改变，仅是不再区
分这两个板块而已。”沪上一位投行人士
表示。

技术及交易层面变化不大
首先，就技术层面而言，原中小板上

市公司的证券类别变更为“主板 A 股”，
证券代码及证券简称不变；原中小板指
数、中小板综合指数、中小板 300 指数等
的指数名称调整自合并正式实施日起生
效。

目前，就公开信息看，涉及原中小板
的有关指数名称及简称只作适应性调整，
指数编制方法暂不作实质性变更，也不涉
及样本调整，因此实际影响很小。

同时，据了解，原中小板指数产品不
多。截至2021年1月底（证监会批复两板
合并前夕），全市场仅有 5 条相关指数有
产品跟踪，涉及基金产品 12 只。而相关
指数目前不会对编制方法作实质性变更，
所以不会导致跟踪相关指数的基金产品
调整其投资标的。

其次，从行情展示角度看，对广大投
资者来说，最直观的改变是券商系统页面
中的交易、行情展示等前端界面不再设置
中小板股票专区。根据此前的券商反馈，
其核心交易系统基本不受影响，整体技术
改造幅度不大。

公司估值差异不会因合并收敛
二级市场估值是否会因为合并发生

较大波动？对此，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影响
不会很大。

“从整体毛利率和净利率水平、营收
及利润增速看，原中小板与深市主板的多
项指标都非常接近。”开源证券总裁助理
兼研究所所长孙金钜表示。

虽然主板和原中小板市盈率存在一
定差异，但二者的估值差异主要是由于行
业类型等结构性差异所致，因此合并后估
值并不会出现大幅波动。哪怕是同一个
板块内部的不同企业，由于公司规模、行
业类型、盈利能力、成长特性、投资者预期
不同等因素，企业估值水平存在一定差异
属正常现象。

开源证券统计显示，两板合并前，在
市盈率方面，深市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公
司的 PE（TTM）平均值分别为 27.4、33.3、
58 倍，中值分别为 20.7、26.6、38.4 倍。在
市净率方面，深市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公
司的PB平均值分别为2.2、3.2、5倍，中值
分别为1.7、2.4、3.4倍。

“各板块估值水平差别较大，主要可
能是由于不同板块上市公司类型结构不
同，而非板块本身的估值溢价天然不同。
因此，中小板和深市主板合并后，上市公
司估值差异不会因此而出现明显的收
敛。”孙金钜认为。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张枕河）
本周一（4 月 5 日），欧洲多国仍处于复活
节假期中，美国市场则恢复了交易。然
而，当日市场表现堪称惊魂，大类资产表
现也极为分化。纽约油价盘中最高跌逾
6%，但美股三大股指却集体收涨，特别是
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还双双创下历史新
高。

资产大洗牌、油价暴跌的背后藏何玄
机？美股是否已
经完全度过了近
期的基金爆仓危
机？接下来A股又
将受何影响？

国际油价大跌逾国际油价大跌逾66%%

上周四 OPEC+达成逐步增产协议
后，国际油价一度走强。但本周一国际油
价大跌，抹去了上周的涨幅。

截至5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
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
收于每桶58.65美元，跌幅为4.56%；6月交
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1
美元，收于每桶62.15美元，跌幅为4.18%。

当日盘中，纽约原油期价最低跌至每
桶57.63美元（跌幅达6.2%），日内接连跌
破61、60、59和58美元四道关口，跌至3月
25日以来低点。布伦特原油期价最低跌

至每桶61.25美元（跌幅达5.6%），日内接
连跌破64、63和62美元三道关口，也刷新
3月25日以来低位。

分别来自供需的两大原油利空因素
悄然来临。

供给层面，美伊间接会谈讨论重启伊
核协议，部分市场观点预计伊朗原油出口
可能即将恢复。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
人证实，美方4月6日周二起将参加维也

纳会议，目前预计不会与伊朗直接会谈，
但对此“保持开放态度”。

市场人士指出，与几个月前相比，美
国取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的可能性
有所增加。能源咨询机构FGE认为，未来
几个月中，伊朗的原油、凝析油和石油产
品出口很容易达到200万桶/日。

需求方面，作为石油消费大户，欧洲
多国和印度近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加码封
锁措施，可能会给全球原油需求带来不确定
性。日前，由于疫情数据未见好转，德国、法
国和意大利都在收紧抗疫限制措施。印度
近日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0万例，包括孟买
等大型城市都恢复了抗疫封锁状态。

供给增加、需求减少的预期无疑大幅

打压了油价上涨空间。在心理层面，从去
年11月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保持涨势，也
使得不少投资者从今年 3 月开始选择获
利卖出，这加速了油价的暂时调整。

美股再创新高美股再创新高 AA股乐观看待股乐观看待

油价的大跌并没有影响到美股的表
现。截至4月5日收盘，三大股指均收涨，
标普 500 指数、道指齐创新高。道指涨

1.13% 报 33527.19
点，标普 500 指数
涨1.44%报4077.91
点，纳指涨 1.67%

报13705.59点。
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中，除能源板

块受油价下跌拖累而下挫逾 2%外，其他
板块均收涨，非必需消费、通信设备及信
息技术板块领涨，均涨超2%。

值得关注的是，美股Archegos爆仓风
波的概念股多数下跌，但并未对美股大盘
产生明显影响。其中，腾讯音乐跌5.37%，
维亚康姆哥伦比亚广播跌3.90%，探索频
道跌3.86%，唯品会跌1.23%。

不少乐观观点认为，爆仓风波对于美
股的整体影响有限，所谓“雷曼兄弟”事
件、金融危机重现的预判从当前情况看应
该不会发生，但也需警惕相关风险和关注
事态发展。

惊魂一夜！国际油价最高跌逾6%

深市主板中小板合并 不会造成估值大幅波动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售票处售票处 国际国内飞机票、GP公务机票、移动pos机刷卡、

市内免费送票、订机票赠送精美小礼品

新华社上海4月6日电（记者潘清）本
周首个交易日，A 股主要股指全线回调。
上证综指微跌，深市主板与中小板完成合
并后“首秀”，当日深证成指跌近0.3%。

当日上证综指以 3491.63 点小幅高
开，早盘摸高3493.28点后震荡回落，此后
基本呈现窄幅震荡格局。尾盘沪指收报
3482.97点，跌1.42点，跌幅仅为0.04%。

深市主板和中小板合并后的首个交
易日，深证成指收报14083.34点，跌39.27
点，跌幅为0.28%。

创业板指数表现相对较弱，跌0.72%，
收报2831.60点。科创50指数跌0.25%，收
报1296.62点。

尽管股指收跌，沪深两市大部分个股
上涨。两市共有4只新股同步挂牌上市，

其中科创板新股 N 昀冢首日涨幅接近
200%。

行业板块同样涨多跌少。综合类、船
舶、印刷板块表现相对较强。旅游板块走
势最弱，白酒、葡萄酒板块表现不佳。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2863亿元和3739
亿元，总量约为660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
有所萎缩。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主要股指小幅回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