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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首个交易日喜迎开门红

两市仅 80只个股收跌，机构对后市普遍乐观

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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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投资者来说，股

市持续震荡下行的 2018 年无疑是极具

挑战性的一年。 步入 2019 年，1 月市场

迎来开门红，山重水复之后，市场会否

柳暗花明？

近期记者密集采访了几十家主流

公私募的投资总监，请他们展望新一年

的投资机遇。 他们普遍认为，前期的大

幅回调已经对基本面预期进行了充分

反映，当前 A 股估值处于底部区域，权

益资产的吸引力正不断增强。在市场磨

底之际，投资者应坚定信心，等待涅

槃

重生。

风物长宜放眼量，已成为当前资深

投资人的共识。 招商基金副总经理、权

益投资团队负责人沙

骎

说：“如今市场

再次处于历史性底部，应当更多关注踏

空的风险。 ”他表示，机构投资者应坚

信， 未来 5 年 A 股的好公司将是全球

最佳的配置资产。

在兴全基金投资总监谢治宇看来，

目前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处于历史相

对低位，反映了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短期

盈利增速下行的预期。从长期的视角来

看，权益资产已经具备投资价值，尤其

是部分优质企业的估值在全球范围来

看都具有较高的性价比。“海外资金的

持续流入已经表明了态度，权益市场的

吸引力正在不断增加。 ”他说。

在广发基金副总经理朱平看来，经

济转型升级的过程难免会遇到阵痛，但

涅

槃

重生后会建立新周期。 他预计

2019 年选股比 2018 年相对容易， 核心

是寻找优质个股，寻找“希望之花”。

受访的资深投资人一致认为，当前

正是布局的好时期。南方基金副总经理

史博直言，前期的大幅回调已经反映了

市场对基本面的预期，接下来正是理性

投资者发掘机会、 长线布局 A 股之

时。 望正资产董事长王鹏辉看好三

个投资方向：一是宏观层面的机遇，

宏观经济周期未来三到五年会再度

向上， 从而带来一次全面的指数型

上涨机会；二是中观层面的机遇，随

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

电动车、 云计算和健康服务等一些

重要产业渗透率不断提升， 蕴含着

很好的投资机会； 三是优质企业的机

遇，实体经济中优秀企业的竞争优势不

断提升，其长期价值值得重视。

据上海证券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

柳 ）

猪年首个交易日 A 股迎

来开门红。受节前政策密集出

台提振，昨日三大股指一路走

强，两市回暖迹象明显。 盘面

上， 两市超九成个股上涨，仅

80 股下跌。 有分析认为，政策

面利好是激发 A 股做多情绪

的重要诱因，沪指短期内有望

冲击 3000 点。

沪指再次突破半年线

延续节前最后一个交易

日的强势上涨，昨日三大指数

略微低开后一路上扬。截至收

盘， 沪指报收 2653.90 点，涨

幅为 1.36%。 而深成指和创业

板指涨幅更是超过 3%。 沪指

时隔一年再度突破半年线，这

也是自 2018 年 1 月之后首次

冲上半年线。

盘面上，权重和题材股联

袂上涨， 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

除银行指数下跌，其他行业悉

数上涨。 其中，农牧渔牧行业

领涨两市， 涨幅高达 5.11%。

此外，电子、食品饮料、休闲服

务等 6 个行业指数涨幅也在

3%以上。 具体个股方面，两市

九成个股上涨， 仅有 80 只个

股下跌。

与此同时， 外资持续流

入。Wind 数据显示，昨日北向

资金净流入 45.7 亿元。 至此，

2019 年以来北向资金净流入

已达 708 亿元。

前海开源总经理杨德龙

分析认为，政策面利好是激发

A 股做多情绪的重要诱因。春

节长假前，利好密集出炉。 如

银保监会明确表态鼓励保险

资金增持上市公司股票，拓宽

专项产品投资范围，维护资本

市场稳定。同时证监会连发重

磅消息， 不仅整合 QFII、RQ－

FII 有关配套监管规定， 扩大

投资范围。还拟取消融资融券

业务现行的 130%强制平仓

线，改为由证券公司与客户自

主约定最低维持担保比例。

机构看好短期行情

大涨之后，A 股后市行情

成为投资者热议的话题，多家

机构对后市走势十分乐观。其

中中信证券研报表示，预计 2

月行情将从外资驱动转向内

资驱动，以成长股估值修复为

主要特征。上证综指短期内有

望冲击 3000 点， 反弹预计持

续至两会前后。 中信证券认

为，从全球大类资产的联动性

水平来看，目前仍然是全球风

险偏好（情绪）驱动的市场修

复、 而不是基于基本面改善，

反转效应占主导。预计此轮反

弹以估值修复为主要特征，上

证综指有望冲击 3000 点，相

对节前的水平，短期预期收益

率在 15%左右，预计会是过去

1 年以来最强的单月表现。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保持

谨慎态度。上海雷根资管总经

理李金龙表示，昨日三大指数

拉升，中信行业方面主要由农

林牧渔和餐饮旅游春节相关

行业领涨，可见市场还是以业

绩为导向， 之后大盘短期走

势，也将受年报披露超预期程

度所影响。另外昨日涨幅靠前

的电子和通讯行业，也会受场

外协商影响。

开门放量上涨

后市看多做多

A

股昨日迎来了节后的首个交

易日，三大股指开盘后持续走高，最

终均以中大阳线报收。截至收盘，沪

指上涨

1.36%

收于

2653

点， 深成指

和创业板指更是大涨了

3.06%

和

3.53%

。

伴随着股指上涨， 两市板块个

股大幅上扬， 涨停个股超过

70

只，

而跌停个股则萎缩至个位数。 与此

同时，成交量较节前明显放大，无论

是主板市场还是创业板市场， 均达

到了

60

均量线的水平，符合放量标

准。

昨日的大涨可谓意义重大 ，因

为上涨之后， 意味着此前几周压制

股指上扬的

20

周均线压力被顺利

攻克。在做多人气的聚集下，沪指一

旦突破

2700

点一线的整数关口压

力， 又意味着此前的成交密集区被

穿越，在套牢筹码被清洗之后，预计

市场仍将进一步上扬。

在沪指跌至

2440

点形成周线

底背离之后， 笔者曾经提出沪指剑

指

2900

点

-3000

点一线的目标，股

指节后首日上扬伴随着放量， 特别

是攻克了

20

周均线的阻力后，看多

信号已经变得更为明显。 在这一信号

之下， 后市投资者可以继续看多做多。

当然，由于当前仍处于前期密集成交区

域，而且即便攻克了

2700

点，其后也

面临着众多套牢筹码需要解套，所以

股指连续大涨的概率不大， 最可能

出现的走势仍是震荡上扬。

在之前的投资策略中， 笔者曾

经提及， 虽然节前因为部分上市公

司因为商誉减值等问题导致业绩变

脸，进而令股价大幅下挫，一时间影

响了投资者情绪， 但从中长期的角

度看，这种原来密布于

A

股市场的

隐忧，通过这种方式集中释放，未尝

不是好事。当此类风险被集中释放，

即意味着

A

股大部分公司的股价

已经着陆，都已经在陆地上了，其后

股市便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在陆

地上滑行，另一种就是起飞升空。这

也意味着，

A

股后市将涨多跌少。

大势预期向好， 那么关键就在

于精选个股的问题。首先，需要优选

行业。 毫无疑问， 猪年最值得期待

的，就是

5G

以及由

5G

衍生的行业

板块，如物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

芯片等等。 其次就是从这些行业中

精选个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自然

是尚没有大涨且公司现金流为正的

个股。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对于存在

商誉减值风险的个股， 投资者当前

不宜贸然介入， 而识别此类个股的

方法， 就是查看上市公司过往三年

的公告， 如果期间有参与并购重组

的公司， 且其此前已披露的数据显

示并购的公司业绩未达预期的 ，就

绝不参与， 以免其后股价因公司业

绩变脸出现连续下挫。 周伯恭

市场观察

公私募投资总监齐发声：

正是“ 春耕”好时候

机构观点

“旺春行情”或超预期

展望接下来的

1

个月， 各项待定事宜对

股市影响需重点关注。 随着宽信用等各项政

策预期进入实施阶段，企业资金压力、经济下

行压力有所缓解， 基本面可能好于投资者预

期。 而

MSCI

提高

A

股权重、中美贸易谈判继

续进行 、“两会”政策预期发酵 ，风险偏好 、股

市流动性继续提升。 整体来看，本轮“旺春行

情”持续性会超市场预期。 ———兴业证券

接下来可持续关注的投资热点有军工 、

生猪养殖 、独角兽 、影视、游戏 、核能核电 、光

伏。 对于影视板块，因春节档票房分化，前期

预期较高的影片对应上市公司股价有利好兑

现离场甚至不达预期的风险； 超预期公司可

望迎来再一轮的上涨， 但追高参与则风险较

大。 商誉减值、行业管制风险已经逐渐消化，

冲高回落后中期可以布局。 ———长城证券

市场仍有继续上行的可能。

1

月开始的市

场反弹至今虽然已经

21

个交易日，不过由于

在春节之前政策层面的正向刺激较多， 并且

一些板块已经走出了相对独立的行情， 比如

养鸡、新能源等主题板块，而上述板块也并非

单纯的主题炒作， 因此市场在未来数周仍有

继续上行的可能。 而随着个股、行业分化的演

进， 可能会有更多的板块走出相对独立的行

情，不过短期仍需关注海外市场波动、外资配

置偏好的变化可能对

A

股市场带来的负面冲

击。 ———国海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