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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凌乱应静观其变

A

股三大股指上周集体回落， 其中

沪指一周下跌

1.78%

， 深成指下跌了

.

72%

， 创业板指跌幅最巨， 全周下跌了

4.59%

。

连续上扬之后，上周的回落其实再

正常不过，比如深成指，自今年以来，其

周线图表收出的竟然只是第一根阴线！

与股指回落相比，值得投资者关注

的，还是题材热点的集体退潮。 比如染

料涂料龙头浙江龙盛连续大挫、氢燃料

龙头美景能源上周五跌停、工业大麻代

表品种紫鑫药业和华仁药业双双跌停。

上述大幅回落的板块中，染料涂料

被市场热炒，跟江苏对化工园区的整治

力度有关，因为关停化工园区意味着相

关产品减产 ， 由此提升此类产品的价

格。 这近似于前几年的供给侧改革。 而

氢燃料被大肆炒作 ，跟这一新能源 “无

比广阔的市场前景”有关。 工业大麻炒

作的，则是“牌照”概念。

江苏队化学工业园区的大力度整

治， 市场的预期是其他省市也会跟进，

但实际上跟进情况不及预期，这意味着

遭热炒的上市公司业绩有被严重透支

的嫌疑 ，而工业大麻的热炒 ，纯粹就是

炒概念而已。 所以就目前来看，上述两

大板块实际上已没有太大的操作价值。

对于氢燃料，由于其对锂电池的替代作

用明显 ，前景的确广阔 ，虽然短期再介

入有追高之嫌，但长期而言则确有低吸

的价值。

从股指的走势形态看，当前属于震

荡走势， 震荡区间在

3100

点

-3300

点区

间。 既然是震荡市，那么市场就存在结

构性机会，大概率或出现在两大领域。

一是 “涨价概念”。 最新数据显示

CPI

重回

2%

以上，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

是猪价上扬，这也引发猪肉概念股上周

逆势上扬。 对于周期性行业而言，一旦

趋势形成 ，很难出现逆转 ，所以此类概

念预计仍将受到资金的追捧。

二是外资入市概念。 继

A

股纳入明

晟指数之后 ，

6

月份又将被正式纳入富

时罗素指数， 从

A

股加入明晟指数以及

几次扩围情况看， 外资往往会提前

1-2

个月布局

A

股。

在

A

股市场， 外资向来是 “先知先

觉”的，所以，对于已被连番爆炒的个股

来说 ，通常不会是主要目标 ，而一些业

绩转好又不太受市场关注的行业，或许

会更受关注。 比如纺织服装板块。

现在的投资热点大多聚焦于“高科

技”领域，对于传统行业则态度冷淡。 但

3

月份凯雷投资集团旗下的基金深度介

入罗莱生活，受让了

10%

的股份，这或许

可以给国内的投资者提个醒，传统行业

中并非没有好公司。 实际上，从纺织服

装类上市公司的年报看，在大浪淘沙之

后 ，留下的企业业绩都大幅好转 ，就跟

猪肉概念股一样，属于它们的机会或许

已经到了。

综上所述， 投资者近期的布局，不

妨围绕猪价上涨和外资入市两大方向

进行布局，以把握震荡市中的结构性机

会。 周伯恭

近周大盘冲高回落。 上周五大盘

形成抵抗，主要是券商、银行等板块有

所反弹， 大盘要稳定和有起色需要整

理一段时间的券商、银行等板块走强，

但其全面持续启动估计仍未成熟。

银行股不少前期涨幅不大， 银行

股未持续补涨下或不用对大盘过于担

忧。 但其他部分涨幅大的股票可能提

前见高点。

今年以来春分之前的节气往往形

成启动支撑点，而3月21日春分和4月5

日清明节气前后呈现压力点， 市场突

破动力有所不足， 未来有待时窗启动

点的形成。

按之前笔者分析，从市场走势看，

沪指上方面临三条趋势线， 分别为

2015年7月24日4184点与2018年1月29

日3587点两重要高点连线、2016年2月

29日2638点与2018年2月9日3062点两

重要低点连线、2018年12月4日2666点

与2019年3月7日3129点两高点连线。

另外，2015年12月23日3684点与2017

年11月14日3450点两高点连线也与上

述3条趋势线交汇。

该4条趋势线目前交汇于3300~

3320点区域， 是上方需要消化的压力

区，其为重要分水岭，未来如有效突破

将打开新的空间。

上周笔者指出， 在大盘创本轮以

来新高而成交量未能超过今年3月中

旬时的成交量， 估计冲高或在上述重

要压力关区域受阻。 近期沪指冲高受

该压力区所压，30日均线与今年4月1

日上涨缺口交汇，或为重要支撑区。

深证成指近日冲高受阻于2016年

1月至2018年5月大箱体整理下边。

创业板指2017年1月至2018年7月

箱体整理上边，即2017年3月17日1981

点与2018年5月22日1876点等多个高

点连线，构成近一个月压力，今年3月

12日和4月8日两次冲高受其所压。 创

业板指上周四回补今年4月1日上涨缺

口，说明上行乏力。

目前， 三大股指受阻于重要压力

线， 这些重要压力线代表的是历史上

长达两年的套牢区，有待消化，未来成

交量能否放大是关键。

特约撰稿人 黄智华

大盘受阻于多重压力线

股市的博弈是个渐进的过程。 春

节后行情的一路走强， 除了确立过去

几年的市场低迷状况已成过去时之

外，还将压抑了几年的“人心思涨”情绪

迅速释放了出来，如今，再说

A

股行情

的 “坏话”， 就有如年初认为

A

股市场

“遍地黄金” 一样， 都显得有些不合时

宜， 至少要冒被网友吐一身口水的风

险。 然而，在这个暂时还属于零和博弈

的市场里，跟随股市“潮流”，短期看或

是不错的策略，长期看却可能是“累且

最终痛着

"

的行为。

近期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概念 ，

有如烟花刚刚在夜空中绽放， 却又与

骤起几乎同时骤灭一样， 脑中尚有点

点印迹，眼前却已是另一种景象。 你还

没有好好去理解， 行情软件又在编制

另一个概念指数。 这样的市场，传统叫

法就是“热点凌乱”，除了显示市场人气

活络、跟风者众、热点“一点就着”之外，

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一般投资者毕竟都

是被动跟风者，脑中印迹和眼前所见的

错位，追风不仅让人累成狗，还必须要

忍受热点可能骤灭的短痛，弄不好就是

“左右挨巴掌”的痛苦局面。

究其实，这是人性贪婪的一种时常

表现， 即交易者常常怀着踏准市场节

奏、让保证金每天都能最大幅度增长的

梦想，殊不知这是理论上存在但在实操

中并不容易实现的方法（有人确实实现

过，但概率很低，无法复制）。 牛市中频

频换股，笔者的经验是不仅陷入过度交

易的误区，而且上述梦想还因“欲速则

不达”而推迟，就算阶段性可能会快一

些，但一波行情下来，却不一定会更快，

反而还要付出大量的交易成本。

应对这种热点凌乱的概念炒作，我

们一般采取的是“不变应万变”的态度：

看到已经成为概念的热点，如果万幸手

里正有这类股票， 那么可以坐坐轿，待

板块火星四溅的时候先行了结；如果不

幸手中没有这类个股，那么可以搬个凳

子，静观烟花的绚烂和梦幻。 若被市场

的热闹表现搞得心神不宁，最终将免不

了要得不偿失。

投资最为重要的，在于投资者对手

中个股的熟络程度。价值投资者被要求

对公司的盈利模式做深入研究，寻找到

那些具有独特性的公司，白酒类、医药

类、科技类中不少公司就是这样被挖掘

出来的，而这对一般投资者来说难度很

大。 不仅是寻找有难度，介入的时机也

不容易把握。 去年高位介入贵州茅台、

中国平安的投资者，就曾发出过“价值

投资理念不灵了”的感叹（我们曾称之

为“价值投机”）。 尽管今年他们终于尝

到“价值投资”的甜头，但有几点值得我

们去思索：一是能不能守到现在的“高

位”？二是在中小创爆发的今年，心态尚

稳否？ 三是会不会吸取教训，买入价值

股时能反其道而行之，不再等全市场都

发出惊叹的时候去追高？

股市投资是门遗憾的“艺术”，这是

笔者一贯的观点。 面对变幻莫测的行

情，一方面要不断总结过去的失误以弥

补遗憾，一方面要在难以预测的路上力

行预测以防不测的发生。这样才能行稳

致远。 王方

热点炒作退潮

布局外资概念

本版分析仅供参考 投资风险自己承担

视觉中国网站将首张黑洞照片标

注版权为视觉中国所有引发广泛质

疑，其图片库中存在大量无版权图片，

包括国徽、国旗、人物肖像等。

版权边界模糊， 平台审核不严造

成风险： 视觉中国核心主业视觉内容

与服务占总营收80%以上， 主要来源

于图片等内容的授权使用， 内容贡献

者主要包括签约供稿人及专业版权内

容机构。为获取版权收入，视觉中国存

在将无版权内容纳入自身图片库的问

题，且对供稿人提供内容审核不严，导

致业务风险。

拍摄技术愈加先进， 业务壁垒降

低： 视觉中国目标客户包括互联网平

台、广告公司、传媒、企业、政府机构、

自媒体等大量2B端客户。从上游看，视

觉中国对签约摄影师的分成一再降

低，公司亦面临着摄影师流失的风险。

继4月11日风险事件发生后，国家

版权局宣布要将图片版权保护纳入

“剑网2019”专项行动：各图片公司要

健全版权管理机制，规范版权运营，合

法合理维权，不得滥用权力。版权局官

宣表明国家层面对版权市场的控制意

识，我们认为国家互联网大趋势下，官

方媒体在版权保护、 舆论监控等互联

网阵地的严格把控， 而市场化力量逐

渐弱化。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国家互联网

与市场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而今年

国家互联网将是行业大潮， 建议关注

人民网、新华网、光一科技、宣亚国际。

风险提示：版权相关法律风险、政

策监管风险、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华金证券 付宇娣 宋怡萱

投资策略

版权风险暴露业务模式漏洞 官媒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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