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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双底形态尚缺“最后一脚”

A

股三大股指上周集体飘

红， 沪指盘中重返

3000

点整数关

口，至上周五收盘于

2999

点。

K

线

图上，沪指已经逼近前高，而深成

指和创业板指则都已突破平台 ，

且伴随着成交量的明显放大。 这

样的背景下， 对后市的看法相对

乐观。

近期

A

股的上扬， 跟多重利

好有关， 比如促销费

20

条政策发

布，再如金融委对于“引导长线资

金入市”的定位。而对于全球贸易

层面上可能出现的利空消息 ，由

于市场已经把最坏的可能都已作

了充分预期， 所以即便有利空出

现， 也不会再对市场形成重大影

响， 反而可能因为利空程度不如

预期而被市场解读为利好。 这也

是近期资金持续入市的主要原

因。

虽然对于后市可偏向乐观 ，

但由于

A

股目前

3600

多只个股 ，

面对如此巨大的体量， 再指望

A

股齐涨共跌已经极不现实。 所以

即便对后市乐观， 也要把精力重

点花在选股上。 否则即便市场整

体上扬，如果选股不慎，投资者的

账户仍可能出现亏损。

从今年的市场表现看， 个股

分化成为最为明显的特征， 比如

在大盘弱势震荡期间， 恒瑞医药

等有业绩支撑的机构重仓股连创

新高， 而在大势大幅反弹的情况

下， 一些绩差股的股价却迭创新

低。这就充分说明，抛开大盘精选

个股才对投资者最有利。

在如何精选个股的问题上 ，

除了本栏此前曾经提及的高科技

龙头以及消费领域龙头之外，垃

圾分类概念股也值得重点关注。

今年以来， 各地都在全力推

进垃圾分类， 其中上海生活垃圾

新规实施首月的报告出炉， 数据

显示成效显著。垃圾分类的推进，

为投资者布局相关个股带来了绝

佳的机会。其中最为受益的公司，

主要有几类， 一是垃圾分拣处理

设备制造商， 二是再生资源回升

利用的企业， 三是拥有产业园的

垃圾焚烧企业。 在上述三大领域

中，龙马环卫、中国天楹、维尔利、

瀚蓝环境等公司，都将充分受益。

比如维尔利今年上半年的订单 ，

已经确认的量超过去年同期一倍

以上。

由于垃圾分类概念股中有的

涨幅已经巨大，使得市盈率高企，

所以在具体的选股过程中， 投资

者还应该在是否为相关领域龙

头、 近几个季度业绩是否持续增

长、市盈率是否处于较低位置、产

品能否充分受益等几个角度进行

精心挑选。 若上述各种要素符合

要求， 即可秉着长期投资的投资

理念，坚定持股。 周伯恭

近周大盘顽强走高，软件服务、电子

信息、通信、电子元件等科技行业板块反

复活跃。

沪指上周一上破60日均线， 上周四

成交量放大并缺口上破半年线，另外，今

年3月7日3129点、3月21日3125点、7月2

日3048点等高点连线目前位于3000点上

下，上周四、周五盘中受其所压，上周五

尾市拉升上碰该高点连线。 半年线与该

高点连线如有效上破， 或逐步向上挑战

今年4月的双头高位。

由于沪指今年8月27日上涨缺口未

完全回补，可视为8月以来这波涨势的启

动缺口， 而9月5日上行缺口如果不被回

补可视为中途缺口， 但9月5日该缺口和

当日放出的量比不上今年2月25日上行

缺口爆发力和成交量大，故估计今年8月

以来的这波或比不上今年1月至4月那波

持续爆发力大， 板块效应或不会如上波

那样全面持续上涨， 或主要体现为反复

的结构性推涨或轮涨行情。 大盘如果短

期在消息面刺激下出现一个较大的上涨

缺口作为中途缺口， 那么则或可确立这

一波的持续强势，甚至突破今年4月的高

位。

从走势看，2015年7月24日4184点、

2018年1月29日3587点这两重要高点连

成一条压力线，2019年4月28日涨至3288

点主要受其所压而见顶，之后调整了几个

月，这三个重要高点又连成压力带，目前在

3200点上下区域。该压力带可以说是多空重

要分水岭， 未来对该压力带反复消化后，

如形成持续放量而有效上破， 则或意味

着2015年6月见顶以来的调整结束。

这多空重要分水岭突破的标志，或

是相对较弱势整理的银行、券商、钢铁等

板块重新走强， 但这些板块在较长时间

调整下上行套牢盘较大， 估计难形成持

续拉升行情，冲高后或有待消化，未来可

关注这些板块全面持续启动的时机是否

成熟。

9月8日为白露节气，其为周日，可关

注其前后市场效应， 上周五盘中呈现一

定回吐压力，特别是部分板块调整明显，

体现一定时窗效应。

大盘今年8月6日形成低点回升以

来，8月8日立秋、8月23日处暑这两节气

当日冲出短期高点，次日调整，之后再回

升，呈现一定支撑点效应，或逐步体现空

头能量向多头能量转移的时窗启动点的

形成。

如果9月8日白露节气前后大盘再形

成支撑启动点，则市场涨势或再展开。

特约撰稿人 黄智华

时间窗口的提示作用， 在

9

月份的

第一周彰显无疑。 之前我们指出

9

月份

有两个时间窗口叠加， 可能引发行情的

顶底共振效应： 一是国庆前是个时间窗

口；一是今年

9

月份还是沪指

6124

点历

史高位见顶以来的斐波那契数列

144

个

月的时间窗口。有了这个预期，即使短期

市场走强， 也不能就此判断行情从此走

向牛市，甚至是

10

年或

40

年长牛，或许

这只是时间窗口在发生奇妙的作用而

已。不过，今年行情已经渡过调整的艰难

时段，却是不争的事实。

周末全面降准加定向降准的消息 ，

为近期市场资金宽松预期再添浓墨重

彩。 据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

9

月

16

日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在此之外 ，还对仅在省级

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

调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

10

月

15

日

和

11

月

15

日分两次实施到位， 每次下

调

0.5

个百分点。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

9000

亿元。 上

市公司在减税降费利好之外， 资金成本

降低，经营压力减轻，这为过去几个季度

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由下滑到企稳到拐

点出现，提供了较好的保障。

而此前的内外资金扩容， 也正在股

市行情中逐步得到体现。

MSCI

的

A

股

纳入因子由

10%

提升到

15%

已于

8

月

27

日盘后生效； 富时罗素将

A

股的权重由

5%

提升至

15%

、标普道琼斯指数将

1099

家

A

股公司正式纳入标普新兴市场全球

基准指数，两者将同时在

9

月

23

日开盘

前正式生效。 三大国际指数先后纳入或

增加

A

股的权重， 均大大提高了境外资

金对

A

股的配置需求。

时间进入

9

月份之后 ，“北上资金 ”

净流入每天都在增加，

9

月

2

日净流入资

金是

58.83

亿元 ，

9

月

3

到

6

日分别是

4.51

亿元 、

56.97

亿元 、

96.85

亿元 、

91.21

亿元。 而统计显示近一个月的净流入达

到

586.7

亿元 ， 历史净流入已经高达

7913.41

亿元 （以上数据均据东方财富

网）。 尽管“北上资金”总体上具有波段性

质， 但其对市场行情的引领作用在年初

已得到了较好的验证。 上周的连续净流

入，表明了阶段行情正在到来。

通过交易放量显示资金对股市的

“兴趣”，这对行情的重要性，此前我们已

多次说到。 回顾两市

8

月中每日的交易

量还在

4000

亿元左右徘徊，本月却冲过

5000

亿元大关 ， 之后再过

6000

亿元大

关， 最高的上周四已接近

8000

亿元，逐

步爬升的交易量显示了行情走强的 “真

实性”。 上周收市后，日线上，

5

日、

10

日

均量线上穿

60

日均量线 ；周线上 ，已是

连拉

4

阳，且

5

周均量线上穿

10

周均量

线，均显示价量配合较好。

不过就空间而言， 沪指双底形态尚

缺 “最后一脚 ”， 即后市还须放量突破

3050

点；深圳成指、创业板指上周已向上

突破， 短期也存在一定的修正压力。 因

此，投资者在本周的操作中，仍可震荡中

低吸而不是高开时去追涨。 王方

垃圾分类题材

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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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分析仅供参考 投资风险自己承担

大盘上破半年线或挑战前高

研报精选

融资支持频频，环保板块望迎估值修复

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 环保板块估

值望修复。本周融资支持政策频频出台，

一是国常会召开， 提出专项债额度将提

前下达， 其中投资重点领域包含城镇污

水垃圾处理等生态环保项目； 二是央行

首次采用“普降+定向”降准，增加中小行

流动性， 近半年来支持民营融资政策不

断加码，社融企暖利率下行，民企融资边

际改善。环保板块 2018 年受融资影响估

值业绩双杀， 但上市公司的在手项目仍

然充裕，在融资改善背景下，环保公司在

手项目有望加速推进， 前期估值受压的

环保板块有望迎来修复机会， 建议关注

国祯环保、碧水源。

中报业绩回暖， 运营类资产表现出

众。 环保行业 2019H1 归母净利润增速

为-4.4%，相比 2018 年的-24.5%降幅缩

窄，行业业绩下滑企稳，且行业中优质的

公司表现出众， 特别是运营类公司业绩

增长依旧强劲， 我们认为过去牺牲资产

负债表换取利润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

继， 受工程类公司拖累行业整体估值低

迷，持仓亦为历史低点。未来建议关注运

营板块，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小，公用需求

刚性强，优质资产提供稳定现金流，业绩

兼具成长性与确定性，估值修复可期。

风险提示：

环保政策及督查力度不

及预期、融资信用及客户支付能力风险、

细分领域市场竞争加剧增持

（维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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