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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市场和认识自己是投资关键点

投资策略

另类思维

周线现背离雏形

后市或反转向上

大盘触长期趋势线呈支撑

国内5G建设地方投资力度、节奏超预期

新年的前两个交易日，

A

股市场延

续了年前的疲弱态势，股指迭创新低，

不过到了上周五，在券商股的带动下，

A

股市场出现了大逆转 ， 沪指大涨

2.05%

重返

2500

点关口之上，而深成指

和创业板指涨幅更甚，分别达到

2.76%

和

2.52%

。

上周五的逆转走势， 发生在下破

“政策底”

2499

点之后， 这说明 “政策

底”有着强大的支撑。 与去年时不时出

现的反弹不同，本次强劲反弹，使得沪

指和深成指周线图上双双发出底背离

信号。 通常情况下，周线级别底背离一

旦成型，往往对应着月度级别的上涨，

因此上周五的反弹意义重大。

除了周线底背离雏形出现对

A

股

意义重大外，带着长下影的周

K

线属于

“探底神针 ”形态 ，这种形态也经常被

视为是一种见底形态。 比如

2017

年

1

月

16

日沪指在日线图表上出现 “探底神

针”形态，其后就出现了一波连续上涨

的行情。

在市场具备 “政策底 ”支撑 ，同时

周线图表上出现见底信号的情况下 ，

对于市场的后续走势当前可以相对乐

观。 需要提醒的是，图表形态对于操作

只是一种指引，并不是保证。 本周投资

者需要密切关注量能的变化。 在上周

五， 沪深两市成交量均已经超过

60

均

量线的水平 ，意味着符合 “放量上涨 ”

的定义，但如果本周量能再度萎缩，就

说明市场的观望氛围依然较为浓厚 ，

上周五的反弹只具备技术面上的意

义。 在没有增量资金介入的情况下，就

仍将延续之前的弱势震荡格局。 只不

过因为有“政策底”的支撑，即便下挫，

跌幅也较为有限而已。

由于走势形态向好， 且上周五成

交恢复活跃，个股赚钱效应凸显，所以

激进型的短线投资者可以开始试探性

介入。 而对于稳健型投资者来说，则可

以进一步观察成交量的变化， 之后再

决定是否入市交易。 如果连续

5

个交易

日量能达到

60

均量线的水平， 即预示

着月线级别的上涨有望展开， 否则就

依然只能以震荡行情相看待。

站在长线操作的角度上， 基于已

披露上市公司年度预告的公司六成以

上业绩向好，因此可以断定

A

股市场的

整体估值依然较低，这样的背景下，一

旦市场向好预期一致， 就很可能出现

场外资金入市抢筹的情况， 而他们要

抢夺的筹码， 也一定是当前股价大大

低于公司实际价值的个股。 基于这样

的分析， 长线选股上宜精选依然处于

超跌状态的个股。 而在行业的方向选

择上，则应该重点关注基建、新经济以

及

5G

、人工智能等。关注基建股的逻辑

在于出口消费面临大量不确定性因素

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启动的概率极大；

而对于新经济以及

5G

、 人工智能等板

块， 则是因为这些领域不仅是资本市

场将要扶持的重点， 同时也是转型期

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此类板块注定

将有着更强的政策支撑。 周伯恭

在股市这个风险场中进行投资 ，

大而化之的关键点， 一是认识这个市

场，一是认识你自己。 这是多年前笔者

经常说的一句话，看起来似乎属于“正

确的废话 ”，但细品其中的精义 ，对投

资者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

股谚云 ：“炒股炒的是未来 ”。 如

此，对市场的预测就显得极为重要，尽

管预测不易，也常常要犯错误，但这主

要是我们站在当前角度眼界所限导致

的偏差，并不等于预测没有意义。 预测

至少将眼下看到的各种对未来行情的

影响因素做个细致的思考， 一旦出现

预测中的状况，我们就能从容应对。 至

于预测以外的 “意外 ”，只要历练出遇

事不慌的心态， 也就能作出相对理性

的判断。 这就是“认识市场”的好处。

A

股最受诟病的问题，一是不能作

为 “经济晴雨表 ”，一是市场疑难杂症

丛生。 其实，这些说法并不完全可信。

股市作为 “经济晴雨表 ”，如果我们从

长期的角度去看， 还是可以得出正面

的答案的，比如从年

K

线角度看，我们

可以看到一个至今尚未扭转趋势的标

准上升通道， 基本与经济的长期向上

相吻合。 而目前上证指数正在向通道

下轨靠近， 也正符合大家对于经济发

展模式转型的预期。 至于股市本身存

在的弊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各种

措施的施行，我们可以看到“两害相权

取其轻” 的道理， 即不管什么样的措

施，并非只有利的一面而无害的一面，

只是在不同情势下如何选择一种 “利

大于弊”的路径的问题。 而环顾全球股

市， 因应不同投资习惯和投资文化而

采取不太相同的监管模式， 是一种惯

例。

A

股新兴加转轨的现阶段，出台的

一些措施不免有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意味，缺乏的是系统性的思维，因而

顾此失彼也是常见的弊端， 在这样的

市场里， 警惕各种措施的负面影响，而

不仅仅是一厢情愿的人云亦云， 也是

“认识市场”的精要之处。

“认识你自己” 是个古老的话题 ，

不过

A

股对此要求很高。 一味地想着

靠买股票 “暴富” 或者靠着跟风赚钱，

在入市的初始阶段或许可以理解， 但

到了一定的时间， 还是两眼碌碌地要

找到一夜暴富的股票， 那就不可原谅

了。 “赚自己能赚到的钱， 不与别人

做比较 ”， 有了这样的认识才算入了

门； “别人恐惧我贪婪， 别人贪婪我

恐惧”， 说易做难， 但能在心态上时刻

保持不慌不忙就已离此不远。 股市是

一个摒弃 “羊群心理” 的地方， 而这

需要 “逆人性” 的修炼， 对自己人性

的弱点能不能有效克制， 可谓是迈向

成功的阶梯。 否则， 即使阶段性成为

赢家， 也很难在市场里长期立足。

王方

上周五大盘创出新低后在券商板

块大涨带动下绝地反击,沪市再现2018

年10月19日2449点“政策底”效应。

本栏之前指出，小寒和大寒节气处

于公历年的1月份，从历史走势看，经过

较长期调整后，小寒和大寒日前后A股

市场通常以低点的形态出现， 而且往

往形成行情的转折启动点。例如2008年

10月28日探出大底1664点后，也反复筑

底， 最终才于2009年1月小寒节气前后

形成转折点，而启动一轮翻番涨势。

1月5日为小寒，结果在小寒前一天

1月4日大盘再探出低点，形成时点支撑

效应。大盘会否在1月5日小寒日前后形

成启动低点，如2008年10月28日探出大

底1664点后于2009年1月小寒节气前后

形成一轮涨势启动点那样， 不妨拭目

以待。

笔者之前指出，2018年10月19日沪

指跌至2449点， 跌近2013年2月18日高

点2444点区域，同时也为2005年6月6日

998点与2013年6月25日1849点两重要

底部连线所在，形成支撑效应。 未来估

计沪指今年10月19日2449点低点一带

区域仍是重要抵抗支撑区。

上周五沪指刚好再跌至上述两重

要底部连线，以及跌至20年长期均线附

近, 该20年均线是重要的长期趋势线,

2013年6月25日1849点、2014年3月12日

1974点、2018年10月19日2449点等重要

底部均在其上形成强支撑。

沪指短期或挑战60日均线，60日均

线

（

2600

点上下 ）

属2018年10月下旬至

12月中旬套牢整理区地带， 同时也为

2018年9月26日2827点、 同年11月19日

2703点、 同年12月4日2666点等高点连

线所在，估计阶段上60日均线和半年线

（目前位与

2675

点上下）

或仍存在消化

套牢筹码压力。

只有60日均线和半年线有效突破，

或才能确认市场底形成。

深证成指2018年3月以来形成下降

通道， 通道上轨压力线为2018年5月21

日10789点与2018年12月5日7972点两高

点连线，同时与60日均线

（

7200

点上下）

交汇，该下降通道上轨线有效上破才能

扭转下降趋势。

特约撰稿人 黄智华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天津市通信基础设施专项提升计划

（

2018-2020

年）

》，到2020年底，建设部

署商用第五代移动通信5G基站超过1

万个。 相较于18年4月，地方5G建设的

投资力度显著加强。 同时，国务院《关

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

（

2018

—

2035

年）

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创建数字智

能之城”： 适度超前布局智能基础设

施。 我们认为，5G应用有望于2019年在

雄安新区得到超前布局， 意味着地方

5G建设的节奏显著提升。

一方面，中国信通院发布《通信企

业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最新排名》，

截至18年底， 华为以1970件5G声明专

利排名第一，占比17%，中国三家企业

（华为、中兴、大唐）

的专利声明总量为

3542件， 占总声明量的30.3%。 另一方

面， 根据5G推进组公众号资讯，19年1

月3日，由IMT-2020(5G)推进组组织的

中国5G技术研发试验第三阶段测试

中， 华为率先于18年12月27日以100%

通过率完成5G核心网安全技术测试。

本

周

投

资

观

点

：

（

1

）重点关注设备商：

中兴通讯

（禁令解除后业务迅速恢复，预计

19

年

54.2

亿利润，

15

倍）

、烽火通信

（预计

19

年

11.4

亿利润，

27

倍）

；

（

2

）关注天线射频：

通宇通讯

（

A

股天线龙头）

、沪电股份

（天风电子

联合覆盖）

，深南电路、飞荣达

（天风电子联合覆盖）

、生益科技，建议关

注：世嘉科技、武汉凡谷、东山精密

（电子团队覆盖）

等等；

（

3

）关注基础设施：

中国铁塔

（港股）、

华体科技

（

5G

智慧路灯）

、三维

通信

（微信生态圈与

5G

小基站）

、中通服

（港股）

等；

（

4

）关注光模块：

中际旭创

（预计

19

年

9.5

亿利润 ，

20

倍 ）

、天孚通信

（预计

19

年

1.5

亿利润，

33

倍）

、光迅科技

（预计

19

年

4.2

亿利润，

40

倍）

、博创

科技、新易盛等；

（

5

）光纤光缆：

亨通光电、通鼎互联、长飞光纤、中天科技等；

天风证券 唐海清 王奕红 王俊贤 容志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