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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效应层出和理念难行

A

股市场上周五在窄幅震荡

中结束了

5

月份的交易。

5

月份三大

股指悉数以下跌告终，其中沪指下跌

5.84%

，深成指和创业板则分别下跌了

7.77%

和

8.63%

。 因为沪指距离年年、半

年线等长期均线不远，同时预计这些

均线都将形成较为有力的支撑，但向

上暂时缺乏量能的配合，因此市场

维持震荡的概率较大。

自

4

月下旬

A

股回落以来 ，市

场整体走势疲弱，但也有局部板块

走出了独立行情，比如芯片、种业、

稀土等板块，在大势调整期间不跌

反涨，有的个股还连续涨停 ，强势

毕现。 不过虽然上述板块受到了利

好支撑，得以连续上扬，但一些龙头

个股由于涨幅巨大，自上周开始急速

回落，比如种业板块的龙头丰乐种业

在上周四创出新高之后，次日即低开

低走，盘中一度封停，最终大跌

8.90%

。

对于这样的龙头，投资者应该慎之又

慎，不宜再盲目追高。

当行业利好出现时，多数时候

是可以推动行业内上市公司股价

上涨的，但一致的预期之下，股价

节节攀高，往往会严重透支公司的

未来业绩，进而导致股价短时间内

反转形成暴跌。 这种情况在

A

股市

场屡见不鲜，比如银星能源今年的

走势，就是不断地在涨停和跌停中

切换， 普通投资者若盲目追高，就

很容易让自己在追涨杀跌中无所

适从。而对于像丰乐种业这样的个

股，考虑到连续大涨之后其大股东

已经发出减持公告，一旦机构资金

跟随撤退，普通投资者此时追高就

很容易被套其中。所以后续尽管消

息面上对个股所属的行业仍会有

利好出现，但是否能继续推动该行

业内公司股价的上涨，就要打上一

个大大的问号。

实际上，不仅只是种业板块如

此，由于芯片、稀土等受益板块中

不少个股涨幅都已很大， 寄望其

6

月份继续走出独立走势也以显得

不太现实。后续需要重点关注的板

块，应该是券商板块走向以及次新

股板块走向。

在上周沪指下跌至半年线时，

券商板块盘中发力，带动市场在盘

中出现“

V

”型反转，这也说明机构

依然看好

A

股年内走势。 只是券商

板块带动市场反弹当日及其后几

日，成交量并未明显放大。 而另一

个不太受关注的次新股板块，近期

不少个股连番上扬，其背后的上涨

逻辑与券商上涨不同。此类个股上

涨，主要在于这些个股上方没有套

牢盘压力。从券商板块和次新板块

的走势表现看 ， 说明当前市场的

“投机”心理比较强。

基于上述分析，在市场量能没

有放大之前，短期投资者可以适当

关注次新板块。 若后续量能放大，

则可密切关注券商板块的动向。

周伯恭

近周大盘有所回稳。 沪指上周下探

至半年线止跌回稳升， 但成交量未有效

放大。

6月6日为芒种，可关注其效应。近两

个多月来节气时窗呈现见高回落的特

点， 未来有待空头能量向多头能量转移

的时窗启动点的形成。

从走势看，上周初沪指30日均线下穿

60日均线，3000~3050点区域或构成阶段

压力带， 而前周沪指半年线上穿年线，半

年线和年线所在区域或构成抵抗支撑带。

未来一段时间， 大盘或在30日均线

压力带与半年线支撑带之间波动蓄势，

等待30日均线与半年线不断收敛形成多

空平衡点， 而选择突破方向或促成启动

点的形成，30日均线与半年线预计两三

周内相交，届时如促成启动点，则或形成

略大的阶段反弹。

今年初笔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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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盘于今年2月缺口启动转折向上

走出一波涨势， 后于4月受压回落至今，

可关注今年8月时间段效应。

从中期看， 沪指60日均线与半年线

估计于今年8月相交，或构成重要的方向

性转折效应。

今年5月以来大盘尽管有所抵抗，但

成交量处于较萎缩的水平。金融、大消费

这些权重蓝筹股不少自2014年以来形成

长期的上升趋势， 未来大盘的回升仍有

待这些蓝筹股再度发力， 但阶段爆发力

或有限。

近期稀土永磁、有色金属、矿产资源

等板块有所走强， 特别稀土永磁板块大

涨。 有色金属板块作为传统“三驾马车”

之一，目前板块指数仍处于历史低位区，

其若能成功启动或将成为大盘的稳定甚

至推动力量。

目前市场做多资金不足， 制约市场

的活跃度。近一个月以来，A股振荡调整，

北向资金出现了罕见的大幅净流出，据

有关统计，5月1日至28日，北向资金合计

净流出490.84亿元，为互联互通以来月度

净流出额的最高值。同时，根据有关机构

测算数据，5月20日至27日， 公募股票型

基金及混合型基金的仓位仍相对较高，

其中股票型基金的平均仓位89.10%，而

混合型基金的平均仓位67.29%。

长远看，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不变，对股票市场形成有力支撑，估值

吸引力增强也是外资进一步布局A股的

重要因素。

特约撰稿人 黄智华

6

月

1

日，第

20

届巴菲特慈善午餐于北

京时间

10

点

30

分在

eBay

结束拍卖，成交价

创出历史新高，达到

4567888

美元（约

3154

万元人民币）， 比此前最高的

3456789

美

元（

2012

年和

2016

年均以顺溜的这一串数

字成交）又跃升了三成以上。买家是谁，由

于是匿名账号，暂时不得而知。

投资者如今每年都要主动或者被动地

关注三次巴菲特的活动：一次是年初的《巴

菲特致股东的信》（巴菲特每年在伯克希尔

哈撒韦公司年报中亲自写给股东的一封信，

已坚持

54

年）， 巴菲特在信中会谈到公司在

过去一年的表现，他对市场的看法等；一次

是股东大会， 于每年

5

月第一周的周五至周

日在巴菲特所在的小镇奥马哈举行，如今已

形成了全球投资者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

巴菲特和他的老搭档在股东会上回答各种

投资问题；一次就是慈善午餐的拍卖，基本

在

6

月份完成， 虽然这次拍卖所得由备受巴

菲特信任的格莱德基金会用于慈善活动，但

拍卖价格高昂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究竟值

不值得，成为这次活动的焦点所在。

巴菲特投资理念一直风靡全球，也风靡

A

股，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实际效果如何因人

而异，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说到底，成功的理

念可以复制，但成功的道路无法重走一遍，

而且，社会现实本来就是 “知道分子 ”很

多，而能“知行合一”的很少。 看似简单的

理念，行将起来却困难重重，这一点我们

此前有过探讨，比如去年曾就了解“一个

公司管理团队是否优秀” 这一条做了分析，

其中涉及太多道德评价，我们觉得“要读懂

其他人（指公司管理者）的所作所为这件事，

不是轻而易举的”， 更何况如今我们都生活

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

投资虽是个复杂的工程，但也可以归结

为大道至简。 即使我们学会了基本面分析、

技术面分析，追随得了各种新兴的科技分析

手段，但就长期而言，最终也还是要归根于

公司的经营状况。一个公司能否在变幻莫测

的市场大海中，避过一个又一个暗礁，安全

抵达风平浪静的海面？在其风雨飘摇的岁月

里，实际上很难做出正确的预见，除非你熟

悉了这艘船的设备状况以及舵手和船长的

意志，而这个过程，需要耗费你多少时间和

精力？

不熟悉的事不做，这也是巴菲特的理念

之一。 当年他错过互联网投资的黄金时间，

也正因为这个理念在作祟。 然而，若以此去

判断他犯了大错，就不免是事后诸葛，当年

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杀伤力，也许大家难以忘

记。 巴菲特是践行自己的理念的，而我们大

多时候只是艳羡他成功的光环，做起事来却

在“奋不顾身”，甚至于喜欢做超能力的事。

与巴菲特共进天价午餐究竟值不值得？

也许只有当事人才懂。 从参与其中的三位中

国人的后续 报道中， 看不到只有肯定的一

面。不过，这种值不值似乎很难量化。像

2008

年的赵丹阳那样，因在午餐会中推荐港股物

美商业并得到巴菲特“考虑一下”的回应，付

出

211.01

万美元而从该股的暴涨中大赚

1.3

亿

港元，产生巨大的“投资收益比”，只能算是特

例（这似乎更接近于投机）。 毕竟，午餐会更

多地应该从巴菲特效应去考虑，不仅是身价

提升方面，还有人生智慧方面的。 王方

震荡走势延续

关注次新板块

2019 年一季度家电行业进入筑底

期。 收入方面，全行业收入持续放缓，受

18 年高基数以及地产的影响，2019Q1

全行业收入与业绩增速均为 7%，增速仍

处于放缓通道；分行业看，白电、黑电等

子板块收入增速呈现放缓趋势， 但厨电

板块收入增速 1 季度明显出现拐点，主

要为地产竣工回暖带动厨电销售率先复

苏。 利润方面，2019Q1 实现归属净利润

192 亿元，同比增长 7%，同比仍在放缓，

但单季度环比明显回暖

（

2018Q4

行业受

减值影响，利润同比下滑

76%

）

。 盈利能

力方面，2019Q1 以来， 毛利率开始呈现

出止跌反弹趋势，2018Q4， 毛利率同比

下滑 1.00pct 至 24.10%，2019 年一季度

则同比提升 0.50pct 至 24.50%，主要在于

1 季度的上游原材料下行叠加汇率环境

改善所致。

下半年预判：

白电产品升级持续，厨

电有望受地产周期带动回暖。 空调步入

销售旺季， 随着竣工逻辑逐步兑现及销

量基数转低，虽然行业库存去化存压力，

但仍有望延续稳健增长。 冰洗行业都处

在产品更新换代与价格提升趋势之下，

我们判断销量预计维持平稳增长， 价格

提升将成为企业收入利润超预期的重要

支撑。 厨电方面，地产相关性高，随着地

产的销售逐步改善，预计厨电行业 19 年

下半年销售将实现回暖，值得注意的是，

一二线销售收入占比较高的企业的基本

面将会率先受益。

投资建议：

2019 年下半年，我们认为

随着地产需求转暖、 需求端刺激政策叠

加供给端减负以及 MSCI 纳入 A 股的期

限临近， 家电龙头有望持续受益。 股票方

面，白电领域重点推荐格力电器、美的集团，

青岛海尔；厨电领域重点推荐老板电器。

风险因素：

地产需求不及预期，行业

竞争格局恶化。

国融证券

投资策略

家电业景气度有望回升，下半年业绩释放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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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分析仅供参考 投资风险自己承担

大盘拉锯蓄势等待方向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