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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伊始先关注三大问题

节前最后一周，沪深股市大

幅震荡 ， 前两个交易日大举杀

跌，周中整理之后 ，最后一个交

易日又大幅上扬，最终股指周

K

线以一根带长下影的十字星报

收。

由于节前受部分上市公司

业绩变脸等利空影响，跌停个股

成堆出现，而涨停个股则渐次减

少， 在赚钱效应缩减的情况下，

周成交量再度下滑，显示观望氛

围渐浓 。 不过从节前最后一个

交易日三大股指强势上扬的走

势看，主力资金对于节后走势仍

显得较为乐观。

实际上，对于中长期布局而

言，主力资金对后市持乐观态度

是可以预期的。 首先，

A

股上市

公司价值重估，给后市上涨奠定

了基础 。 节前上市公司业绩变

脸， 是跌停个股频现的主要原

因， 而业绩变脸的主要原因，则

以商誉减值最为常见 。 短期而

言， 商誉减值就像一颗颗地雷，

炸得个股人仰马翻，但在炸完之

后，相当于把一个长期利空在短

期内集中释放，当绝大多数上市

公司的股价低于其实际价值之

后，必将吸引更多资金进入

A

股

市场，就这个角度而言 ，商誉减

值造成的冲击，实际上也是一种

“不破不立”的过程。

其次，资金面上压力有望得

到缓解。 在

2018

年，金融去杠杆

去压制股市的重要因素之一，但

在去年年中之后，这种压力已经

开始减轻 。 而今年开始的减税

措施，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个体而

言，都可望为

A

股重建带来新的

资金流。 加上

A

股加入富时罗素

指数必将引来的外资，也将为

A

股的上扬奠定坚实基础。

除了上述两大因素之外，技

术面上看，在沪深主板股指周线

形成底背离之后，尽管期间震荡

反复，但平台却节节攀高 ，节前

股指双双收在

20

周均线附近，蓄

势信号明显。 虽然欧洲股市和

国际油价在春节

A

股休市期间

出现下跌，给

A

股复市时的走势

带来变数，但就本身的节奏走势

来看，预计继续上行至第一目标

2900-3000

点一线是大概率事

件。

在大势继续向好的研判之

下， 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的，还

是对于板块个股的选择。 猪年

选股 ，一是要选择 “便宜 ”的个

股， 这点可从市盈率角度入手。

二是要选择具备政策支撑的行

业个股， 比如

5G

以及与此相关

的物联网、车联网 、人工智能等

等。

周伯恭

大盘春节前围绕60日均线波动走

稳， 银行等蓝筹权重板块走强维持大盘

稳定。

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周， 沪指反复

受20日均线支撑，而受阻于半年线，半年

线自2018年2月中旬被跌破后形成下降

趋势，并成为大盘的下降趋势压力带。

沪指20日均线与半年线压力带在春

节长假后第一个交易周收敛至顶端，将

选择突破方向。

按本栏以往分析，沪指2017年12月5

日、2018年2月9日、2018年3月23日、2018

年6月19日、2018年7月24日这几次放巨

量下跌形成的低点或反弹高点连成一条

趋势能量线， 作为近年来多个单日巨量

的连结线， 可以说是多空强弱分水岭，

2018年9月26日受其所压见高点而后展

开调整，目前与半年线交汇，需要有效突

破才能扭转弱势。

未来， 只有半年线与上述趋势能量

线

（

2635~2650

点）

有效突破，或才能确认

市场底形成。 春节长假后市场面临能否

有效向上突破的关键抉择。 大盘日线技术

指标已从高位调整下来得到修正，而周线和

月线技术指标现处于低位回稳，有利支撑春

节长假后市场进一步拓展上行空间。 目前

60日均线已走平， 与下移的半年线逐步

靠拢，这或是市场走稳的信号。

深证成指半年线目前位于7860 点上

下，其有效上破才能扭转下降趋势。

猪年股市估计会出现一定的起落波

动，把握买卖先机较为重要，特别是过分

投机拉升的股票要防止突然逆转， 不宜

盲目追高。 按长期周期循环分析，2019年

2月和8月分别为2009年2月启动点和8月

顶部的10年周期，或为重要周期转折段。

大盘2018年7月至同年9月的箱体整理套

牢区有待消化，如果今年2月周期段启动

并进入套牢压力区不能有效消化， 则不

排除也会形成压力点。

沪市年线仍是中期重要压力带，大

的转势仍有待年线

（现位于

2880

点上下）

下行消化， 并最终半年线上穿年线形成

黄金交叉，估计下半年期间，年线与半年

线最终靠拢。

特约撰稿人 黄智华

大盘短期面临突破抉择

以不太有力的“旺旺”吠声，

A

股春节

前结束了几乎单边下跌的狗年行情 ，算

是努力地向上摇了一下狗尾巴， 并留下

美好的希望。 春节刚过，我们以生肖年为

惯例的“戏说”时刻又到，在鸡飞（鸡年沪

指涨近

10%

）狗走（狗年沪指跌逾

24%

）之

后， 最新轮值的肥猪能否在新的一年里

努力拱门，给我们来个猪笼入水，并过上

一个“猪”圆玉润的丰收年？

依据我们乐天派的心态，鸡跟吉，汪

狗跟旺财，猪跟朱（朱为红），都是可以产

生天然的联想的。 至于实际走势，我们一

般都会先撇到一边 ，用 “良好愿望 ”来给

自己鼓劲。 因此，在猴年和鸡年沪指均录

得上涨 （见

2017

年

1

月

26

日本栏 《猴年圆

满 鸡年大吉》）之后，尽管旺财年中汪星

人踏上了漫长的探底征程， 但这丝毫不

会影响我们对猪年的期待。

猪在

12

生肖中，以六畜之首、憨态可

掬、饱食酣睡、无忧无虑而颇受忙碌的现

代人“艳羡”。 确实，民间对猪年出生的孩

子都有 “命好”的说法 ，不过在民间的传

说中， 福里生福里长的猪胖子却因不习

文武 、不事稼穑 、懒惰成性 ，最终家道中

落 、饿死房中 。 可见 “命好 ”并不能当饭

吃，勤劳、奋发才是正道。

展望猪年的

A

股市场，在“狗尾”时段

监管层出台的众多利好加持下， 笔者觉

得全年应持相对乐观的心态。 而近在眼

前需要关注的主要事情， 应有以下三大

件：

首先是科创板，照目前的推进速度，

上半年将可能成行。 科创板的诸多制度

创新， 将为市场的投资理念转变带来巨

大的促进， 尽管我们对确立价值投资理

念的呼吁进行了多年， 但由于现有制度

并未让投资人有太过痛切的体验， 因此

其演变非常缓慢，科创板的注册制度、退

市制度明确之后，市场生态逐渐转到“良

币驱逐劣币”的正轨上，将是毫无疑问的

一种趋势， 因此投资者应作未雨绸缪的

准备。

其次是主板的深化改革。 科创板的

定位，无疑将吸引众人的目光。 而由于投

资者门槛并不太高， 主板资金的部分分

流，估计将难以阻挡。 因此，主板市场如

何加快深化改革步伐， 以留住现有资金

并吸引新的资金入场， 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与科创板形成对资金的有力竞争 ，或

将成为猪年伊始的一大看点。 春节前证

监会发布几大改革举措， 目的正在于扩

大入场资金（详见

2

月

2

日

A16

《存量资金

博弈状态悄然在变》）， 加上此前境外机

构投资额度提高，入晟纳入因子加大、入

富今年正式实施，以及沪伦通、沪德通等

互通阵容将扩大， 显示的是市场不会缺

资金， 现有市场需要做的是给资金以必

要的信心。

再次， 年报行情因商誉减值问题而

可能与往年有所不同。 虽然近年因应年

报公布而掀起“业绩浪”行情的现象已相

对少见，但前几年累积下来的商誉问题，

将在今年的年报中得到集中的体现。 因

此， 对所投资的公司细加分辨、 避开地

雷， 也将是投资者在年报期间需要做的

重要工作。

“猪 ”事顺利 ，是每个人对这一年的

愿望。 但要完成这一愿望，投资者需要做

“足”准备的功夫 ，要尽快学会在不断成

熟起来的市场中自 “主 ”分析 ，并在这一

年借 “助” 改革的大势， 才有可能实现

“猪”圆玉润的愿望。 王方

价值重估之后

猪年行情可期

本版分析仅供参考 投资风险自己承担

近日， 中国移动公布2019年5G规模

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无线主设备租

赁单一来源采购结果，华为、中兴、爱立

信、诺基亚、大唐中标。 本次招标涉及的

租赁设备包括：5G试验网络无线主设备，

以及配套的天线、 相关软件、OMC-R、

各类辅材工具和相应的服务。 依据招标

结果， 华为将为中移动提供250站5G基

站、 中兴提供80站5G基站， 爱立信提供

110站5G基站，诺基亚提供30站5G 基站，

大唐提供30站5G基站。

我们认为， 中移动此次5G规模组网

招标，标志着2019年5G建设的启动。中国

移动将积极实施5G网络领航者计划，全

面启动5G规模试验网建设； 积极推进

2.6GHz和4.9GHz的5G网络试验，加速5G

网络端到端成熟和规模应用。 5G作为移

动通信网络代际升级机遇， 投资规模有

望达到1.2万亿； 主设备是网络建设的核

心环节，也是5G投资中占比最高的环节，

我们预计投资占比有望达到40%。中移动

首单主设备集采的落地， 对5G网络建设

意义重大，5G网络建设预计将加速。

我国100M以上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总数达2.86亿户，占固定宽带

用户总数的70.3%。

根据工信部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

底，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到8.86亿

个，比上年末净增1.1 亿个。 其中，光纤

接入

（

FTTH/0

）

端口比上年末净增

1.25亿个，达到 7.8亿个，占互联网接

入端口的比重由上年末的 84.4%提升

至88%。 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4.07亿户 ，

全年净增5884万户。 其中，光纤接入

（

FTTH/O

）

用户3.68亿户，占固定互联

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的90.4%，较上年末

提高6.1个百分点。 光纤宽带发展已经进

入全球领先行列， 光纤到户渗透率已经

超过了韩国

（

76.8%

）

、日本

（

76.7%

）

、美国

（

12.6%

）

等OECD国家。 随着光纤网络覆

盖到位以及提速降费深入推进， 主流宽

带接入速率正在迈向100Mbit/s 时代。 截

至12月底，100Mbps 及以上接入速率的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2.86亿

户，占固定宽带用户总数的70.3%，占比

较上年末提高31.4个百分点。 可以预测，

在百兆宽带普及后， 千兆网络将成为固

定宽带网络新的发展目标。 我们认为：我

国100M以上宽带接入已成主流， 意味着

100M宽带成为家庭中最普遍的宽带速

率， 三大运营商的家宽建设投入取得阶

段性成果。

建议择优布局： 1、 国内设备商 5G

布局领先，推荐：中兴通讯、烽火通信； 2、

网络需求扩大， 政府对网络安全管控需

求将持续增长，推荐：中新赛克、恒为科

技，关注：美亚柏科。 目前板块估值水平

处于历史底部，向下空间有限，具备向上

反弹基础。

光大证券 刘凯 石崎良

市场观察

投资策略

中国移动将租赁 500个 5G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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