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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整行情中未雨绸缪

A

股市场上周迎来了自

2440

点以

来最长的一段下跌， 沪指连收

5

根阴

线一周下跌

5.64%

， 而深成指跌幅更

是超过了

6%

。 此前率先展开调整的

创业板指则跌幅稍窄 ， 全周下跌

3.38%

。

在上周五进一步下跌之后，沪指

收在了

3086

点，已经回补了

4

月

1

日形

成的向上跳空缺口

3093

点

-3111

点 。

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说，后续可根据这

一缺口的得失判定市场的强弱。若沪

指重返缺口之上运行，则预判跌势企

稳，有望继续偏强震荡 ，而若在缺口

之下运行，那么至少要等到沪指回跌

到

2965

点附近再结合市况进行研判。

因为

2965

点是

2440

点

-3288

点这一波

上涨段的

0.382

回撤位， 通常在这样

的回撤位上会受到一定的支撑。

因为假期因素，本周只有两日交

易日 ， 而上周五因为收盘在缺口之

下， 所以对于稳健型的投资者来说，

这两日不妨选择观望，即便沪指重返

缺口之上运行，也可等到节后方向确

认后再寻机操作。

在一季度市场普涨之后 ，

4

月份

市场分化走势异常明显，一季度大涨

的板块个股不少出现了大幅度的回

落，如此给众多追高的投资者造成损

失。 由于一季度走的是估值修复行

情，随着众多个股估值得到修复甚至

估值高企，后市即便还有行情 ，也只

能以结构性行情为主。 所以

5

月份的

投资策略，也只能将注意力放在局部

板块个股上。

对于

A

股市场而言 ，

5

月份确定

的大事，是

MSCI

再次扩围；

6

月份

A

股

还将首次纳入富时罗素指数。新一轮

的外资布局已无疑义，只是进入的金

额多寡而已。 在往常

A

股纳入

MSCI

和扩围时，外资通常会提前一两个月

布局， 所以

5

月份可以重点关注富时

罗素概念股。

当然， 对于富时罗素概念股，也

不能同等对待，对于此前涨幅已大的

个股，依然需要回避。在资本市场，有

一种理论叫“均值回归”，比照一个相

对合理的估值水平， 超过太多了，就

会回跌向这一合理水平；而若是远远

未到，就有向上的潜力 ，这实际上也

是个股走势物极必反的原因。比如在

一个月前提前布局猪肉概念股很明

智， 但在大涨了一个月后再去布局，

就是缺乏理性的举动了。

尽管市场要恢复走强，还需要券

商、

5G

等明星板块带动，但站在稳健

投资的角度上 ， 在前几个月券商 、

5G

、氢燃料电池 、工业大麻 、猪肉概

念等相继大涨之后 ，

5

月份更应该寻

找那些业绩拐点已现而此前涨幅落

后的板块，这些板块可视为是价值洼

地，比如纺织服装板块 ，去年多数上

市公司业绩大幅好转，但该板块今年

涨幅却明显落后大盘，有的个股年内

涨幅不到

10%

，在公司基本面配合的

情况下，这类个股更值得关注。

周伯恭

近周大盘持续走弱，不少前期涨幅

大的股票持续下跌。 市场整理格局下，

上涨缺口往往被回补，如上周五沪指回

补今年4月1日上涨缺口，缺口回补或逐

渐呈现抵抗，但目前市场诡异多变宜等

待机会。

近期沪指受压于之前本栏分析的4

条趋势线

（交汇于

3300~3320

点区域）

，

特别是其中的2015年12月23日3684点

与2017年11月14日3450点两高点连线

为近期压力，今年4月8日、4月22日分别

冲高至3288点、3279点受其所阻而状况

调整。 该交汇区是上方面临需要消化

的压力区，为重要分水岭，未有效突破

前市场仍反复。 60日均线正逐步上移，

或为重要支撑区。

之前笔者指出，大盘近期的波动整

理可体现为对年线区域有所回抽，并等

待上移中的半年线向年线靠拢，最终形

成中期黄金交叉，因而估计阶段结构性

波动仍有一个过程。

2019年1月以来，小寒、大寒、立春、

雨水这些节气市场均形成转折启动点，

而今年3月6日惊蛰、3月21日春分和4月

5日清明节气前后大盘呈现压力点，4月

20日

（周六）

为谷雨节气，上周一大盘见

高调整，之后几日持续走弱，体现其前

后压力时点效应。

从3月6日惊蛰后的节气冲高而调

整看， 市场进入整理或结构整理之势，

未来有待节气时窗启动转折点的形成。

以前A股市场存在着一定的“88魔

咒”现象，即当偏股型基金的基金仓位

达到88%或以上时，A股将会受压回落。

一季报数据显示，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平

均仓位已接近9成，达88.82%。

沪指收复 2018年 3月 23日沪指

3188～3242点下跌缺口， 以及今年4月1

日收复2016年9月27日2969点、2017年5

月11日3016点、2018年4月18日3041点

等低点，逐步回复理性运行，或意味着

A股将逐步重新维持2016年所启动的

慢牛运行格局。

2016年2月至2018年3月慢牛盘升

通道格局， 呈现的是波浪式结构推进，

市况较为反复，体现结构性机会，这两

年尽管是波浪式慢牛推进，但大部分投

资者亏损。

市场重新进入慢牛波动格局，未来

个股结构性波动风险仍存在，追高有一

定风险，宜采取高抛低吸的策略。

特约撰稿人 黄智华

大盘或等待 60日均线上移

上周沪指从周一开市跌到周五收

盘，周

K

线收出“光头光脚”的大阴线，

为自

2440

点见底反弹以来的最大周跌

幅（

-5.64%

），日线图上短线双头见顶，

周线图上一根阴线呈泰山压顶之势 。

市场情绪正发生微妙的变化，尽管从时

间窗口上看， 长假期前下跌是常见现

象，但消息面上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

的市场表现，令不少投资人对行情的预

期变得不太乐观。

就市场情绪来看，近期市场 “对利

好麻木，对利空敏感”的迹象越来越明

显。 这里有正常的一面，股指被炒到高

位， 利好兑现反而转换成 “见光死”现

象，这个原理之前我们有过解释：一是

股价的过快上涨，已经消化甚至透支未

来的利好，因此利好释出就是股价阶段

见高之时；二是年报尚未开始公布的时

候，我们认为井喷行情尽管可喜，但在

超跌因素消失之后，就需要有新的因素

刺激，行情才能继续演绎下去，这个刺

激，最重要的就是业绩增长，而年报暂

时未能体现降费减税的实质利好，因此

这个新刺激，可能需要在中报中得到体

现。 这里也有非正常的一面，即俗话所

说的“一根阳（阴）线改变信仰”的市场

情绪问题，似乎行情总是非此即彼地走

极端， 尽管这是过往

A

股行情带给投

资人的经验教训使然，但这其实也是投

资中的一大误区。 从理性角度看，这与

人性的顺逆问题有关， 羊群心理是顺，

但真正的投资者要做的反而是 “逆”的

思考： 井喷行情中要考虑的应该是风

险， 低迷行情时要考虑的则是值博率。

逆向行走，在行情的某个阶段可能会落

后于人，但长期而言却能行稳致远。

因此 ， 从一波行情上进行总体把

握，会比对几天行情耿耿于怀要清晰得

多。其实，就算是眼下消息面上的因素，

比如股指期货松绑、融资再融资可能加

速、科创板一些预期对主板将产生影响

等等， 归根结底也并非只有不利的一

面。即将到来的科创板发行实施的注册

制， 对主板融资制度产生牵引作用，将

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目前不用对

IPO

公司进行了解和分析，就参与打新

的狂欢 （尽管中签很难）， 本来就是

A

股一个应该加以解决的畸形存在；行情

过热或过冷， 用

IPO

的强推和暂停来

“政策”调控，未来也应该是个无效的措

施。这些问题在注册制下不一定可以完

全解决，但市场化机制相对顺畅却是毋

庸置疑的。

期指的助涨助跌作用，在过去的市

场中已有过表现。 在行情相对高位，助

跌可能性高于助涨， 也是可以理解的。

眼下期指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多年前指

出的“不能一碗水端平”，即散户无法借

助这个工具避险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解

决起来极其复杂，即使想推出 ，时机也

不好把握。 至于融资再融资，从上市公

司角度看， 股权是最贵的融资方式，股

价高涨时想办法融资，是公司利益最大

化的理性选择，无可厚非。 即使审核制

之下审核速度加快，也可理解。

资金推动型的行情难以持续，从这

波行情中已可看出端倪。未来行情的推

动力，应来自上市公司在减负降费大环

境下业绩的实质性改善。 而这，需要我

们在调整行情中未雨绸缪。

王方

关注外资动向

寻找价值洼地

当前， 在算力、 算法和大数据三

驾马车的支撑下， 全球人工智能进入

第三次爆发期。 在 AI 场景中， 传统通

用 CPU 由于计算效率低难以适应 AI

计算要求， GPU、 FPGA 以及 ASIC 等

AI 芯片凭借着自身特点， 要么在云

端， 要么在边缘端， 有着优异表现，

应用更广。

从技术趋势看，短期内 GPU 仍将

是 AI 芯片的主导，长期看 GPU、FPGA

以及 ASIC 三大技术路线将呈现并行

态势。从市场趋势看，全球 AI 芯片需求

将保持较快增长势头，云端、边缘芯片

均具备较大增长潜力，预计未来 5 年市

场增速将接近 50%；国内虽然芯片技术

差距较大，但随着 AI 应用的快速落地，

AI 芯片需求增长可能更为迅速。

投资建议：

从当前 AI 芯片市场前

景和竞争格局看，我们认为，国内 AI 芯

片企业在边缘端的机会多于云端。一方

面，在边缘场景下，语音、视觉等领域国

内已经形成了一批芯片设计企业队伍，

相关芯片产品已经在安防、数据中心推

理、智能家居、服务机器人、智能汽车等

领域找到落地场景，未来随着 5G、物联

网等应用的兴起，相关企业的市场空间

将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在云端，国内

企业也正在加速追赶，未来个别企业有

望取得突破。 目前，AI 芯片上市公司标

的较为稀缺，覆盖标的中，重点推荐中

科曙光、科大讯飞、中科创达以及四维

图新。

风险提示：

（1）场景落地不及预期。

（2）技术方向存在不确定性风险。（3）研

发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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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芯片市场正快速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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