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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草根的乐园、 草根的舞

台，欢迎投资者踊跃投稿。

《掘金之旅》讲述投资者寻找好股

票的心路历程， 投资者可以用自己的

语言描述获得股票“黑马”的过程，与

其他投资者分享获利经验。 《股海泛

舟》 让投资者讲述自己的炒股故事、

炒股经验， 也可以谈谈炒股中的心得

体会。来稿尽量以电邮形式，注明作者

及联系地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

大街甲

97

号中国证券报周末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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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何妨

头肩底已成型

□石丽芳

五一期间一系列政策信息令市场情绪

再度升温，尽管本周只有

3

个交易日，但沪综

指还是缓步上移，站稳

2400

点。当然，在周三

大涨后，股指出现了暂时的休整状态，似乎

给人以不太踏实的感觉，不过仔细分析后可

以发现，震荡也好，休整也罢，目前看并不能

改变稳中有升的总体趋势。

其实对于五一期间的各类政策信息，在

笔者看来，实质上并不具备能够直接刺激指数

上行的动力，但问题的关键是一系列信息给市

场带来的信号作用，如果我们再结合前一阶段

金融改革的政策信号，可以明显感觉到管理层

针对股市在做很多事情，尽管这些事情不会直

接改变宏观经济运行， 不会直接带动指数上

行，但试图从本质上将股市运行环境净化的潜

移默化的作用已经不能忽视了。

“转型” 或许是形容当前市场比较恰当

的字眼， 如果说自股指期货设立以来，

A

股

从单边牛市或单边熊市的一贯格局步入了

涨涨跌跌波段运行的常态，市场用自己的节

奏进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第一个转型

期的话，那么退市新政则可能会使得

A

股步

入第二个转型期，虽然我们不能就此断定我

们认知上的“大盘蓝筹股”将持续成为市场

的主宰，也不能认为早已在

A

股根深蒂固的

“重组”思维会迅速销声匿迹，但面对一个将

持续“扩容”的市场，优胜劣汰必然是一个无

法改变的趋势，市场会“扩容”，但资金自身

会选择性 “缩容”， 一部分股票将会被持续

“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转

型的过程，也是资金合理配置自身资源的过

程。 虽然说“转型”无法用指数涨跌来量化，

但环境的净化和个股的过滤，其本身就是一

个为市场搭建健康向上平台的过程。

回到当前市场，前期我们曾提到过，沪综

指以

2132

点为头， 以

2307

点为左肩区域，以

2242

点为右肩区域，正在试图运行成一个“头

肩底”形态。尽管这个头肩底形态不是那么典型

和对称，但大的形态上已经基本成型，当前股指

运行在颈线区域，一旦有效突破，那么从技术上

讲，上方目标就不会仅仅是前期

2478

点高位。

当然， 也有一些分析观点认为目前市场

有不少压力依旧存在，比如经济是否在二季度

见底仍有很多争论，再比如当前市场量能似乎

总显不足，还有热点问题、外围问题等等。

对于经济运行，其实不必时刻纠缠于何

时见底，如果经济在今年总会见底的判断成

立， 那么究竟是二季度末还是三季度初，乃

至会不会拖到三季度末见底并不重要，市场

更关心的是未来，关心的是见底后能回升到

什么程度。 其实有心的投资者会发现，今年

一季度的季报不理想，尤其是一些受到宏观

经济形势影响很大的个股，其业绩的同比和

环比下降都比较剧烈， 但在业绩公布后，不

少此类公司的股价不跌反涨，虽然这里面有

大盘形势向好的因素，但资金对于此类公司

“业绩触底”的判断恐怕占据了更大的份额，

而这种判断的基础就是宏观经济已经进入

到“见底的区域”，见底时间在资金看来不重

要，重要的是股价进入了安全的区间。

至于热点和量能， 投资者要走出一个误

区，我们对于所谓“热点”的判断往往“单日化”

和“涨幅化”，就是说某个交易日涨幅居前甚至

涨停的个股和板块，我们就认为是热点，只要第

二天第三天在涨幅榜上找不到前一天涨停的

个股，就认为热点退潮。试想有几只股票能够像

当初浙江东日那样持续涨停？ 再试想如果大盘

股、蓝筹股也动辄持续涨停，那指数会成什么样

子？所以对于热点的判断不能太短视，更不能一

味只把涨幅榜名单当做是判断热点的依据。 上

面我们说过，现在的市场已经是涨涨跌跌波段

运行为常态了，热点的轮换乃至休整是无法避

免的，所以不能因为某个时间段没有波澜壮阔

的“涨停潮”就认为热点消失。而对于量能，上面

我们也说过，资金目前也是有选择性地介入个

股，甚至同一板块内也不太可能出现“你涨我也

涨”的现象了，所以只要整体量能维持在一个合

理的水平区间就可以，目前看两个市场维持在

1800-2400

亿元的水平都算合理。 外围市场的

动态我们要关心，但现在基本不太可能成为左

右

A

股大趋势的重要因素。

“五一”长假连出利好，股民过了一个快乐的

劳动节。 “五一”后股市高开高走，更让投资者浮想

联翩，

A

股真的到了反转时分，从此牛气冲天？本期

《一周看点》特收集相关博文，看看草根博主眼中，

利好刺激下的股市会如何走。

利好频发 人气聚集

政策提振市场

利好连发或开启牛市 五一前，

证监会连续四天发布和资本市场相

关的政策措施。 首先是

4

月

27

日宣布

下调国内四家期货交易所所有期货

交易品种的手续费标准，整体下降幅

度在

30%

左右， 随后在

4

月

28

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如果发行人

的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

25%

， 需要补充信息披露和风险提

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对逐步改变

盲目打新炒新具有积极意义。

4

月

29

日，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发布“退市

制度征求意见稿”， 内容涉及净资产

和营业收入等多项退市条件，分析认

为此政策将重创

ST

股绩差股。

4

月

30

日，沪深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宣布，降低

A

股交易的相关

收费标准，总体降幅为

25%

。 证监会

强调， 此次降低

A

股交易相关收费，

预计年度总额将达到

30

亿元左右。随

着政策红利不断释放，虽然手中的股

票涨幅不大，但前期下跌的态势将得

以扭转， 一段漫长的熊市或已筑底。

（Grace� 详见

http://blog.sina.com.cn/

s/blog_593d84a801013xlt.html

）

新政利于长远 刚出台的股市

“四大新政”并非孤立政策，而是新

一轮股市改革整体的一部分。 具体

到某项政策措施， 对于短线的行情

不一定是“利好”，但对于长期制度

建设却是有益的。 从引导和强化上

市公司分红，到鼓励长线资金入市；

从降低交易费等市场运行成本，到

完善新股发行体制和退市制度；从

新三板扩容进程加速， 到债券市场

酝酿破茧……由点及面、由近及远、

由表及里， 管理层迅速推动股市大

范围的治理和改革。 国内资本市场

20

多年， 走过了发达国家市场几百

年的历程，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时

至今日， 当中国经济规模位列世界

第二、中国股市也跻身世界前列，我

们迫切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中国特

色资本市场的发展理论。 （假日风暴

详 见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38E91009DF48F8ED1.html

）

市场情绪乐观

看空成少数 对于

5

月的开门红，

不少私募人士认为， 上涨在意料之

中，但市场表现得更强势。 过去利好

政策消息披露之后，市场往往会高开

低走，尤其在

2010

年、

2011

年，这种现

象尤为常见，

5

月

2

日开盘后市场确实

呈现高开低走趋势， 但随后有色金

属、煤炭等周期股便强势上涨，推动

指数再上台阶。 高开低走和高开高

走之间，体现出市场情绪的不同。高

开低走更像是利好兑现， 获利盘争

相借利好消息撤退， 而高开高走则

显示市场后续进入力量强大， 资金

对后市看法也更为乐观。 分析人士

认为， 这些政策刺激了市场交投热

情，加之前期对蓝筹股的利好，直接

导致蓝筹股集体“护盘”。 长期来看，

这些政策都有助于净化市场，促进长

期投资， 但部分股票的短期压力不

小， 短期内政策合力方向还较难判

断。

(

私募观察 详见

http://blog.sina.

com.cn/s/blog_717bea2d01011ywy.

html

）

挑战2478� 沪综指

2440

点是

10

年均线所在，

2005

年以来， 凡是在前

一年收盘失守该均线，第二年均会回

收反击该均线， 并产生大行情动作。

去年收盘跌破此线，今年收回并逐渐

拉升应不例外。利好出台后股指马上

涨，这说明场内不缺资金，关注市场

的人并不少。只是要有足够积极的政

策，足够健康的运行体制。 利好释放

有些过猛， 毕竟六月一日才能实施，

并且量化标准是否能给指数这么大

的动力， 在周四周五市场冷静后，会

给出个更理性的走法。蓝筹股中传统

的五朵金花看点更多， 沪深

300ETF

建仓的首选对象就是他们，这让指数

走势坚挺，而高开低走的券商品种投

资者在操作时需引以为戒。（财钱道

详 见

http://blog.sina.com.cn/s/

blog_a362012d0101b41k.html

）

乐观之下需谨慎 调查显示，

2012

年

5

月中国对冲基金经理

A

股

信心指数为

119.77

，较

4

月大幅上升

8.69

点，仅

9%

的私募基金经理计划

减仓。 报告显示，在受访的基金经

理中， 有

37%

的基金经理对

A

股市

场趋势持中性态度，有

50%

的基金

经理持乐观态度，只有

13%

的基金

经理对

5

月市场悲观。 虽然看空者

在私募基金经理中成为“少数派”，

但谨慎情绪并非没有市场。 目前的

利好政策主要出现在交易层面，但

市场涨跌关键还要看基本面以及

宏观经济政策，当前中国经济的基

本面状况并未出现明显改善，市场

关心的货币政策也没有出现放松

动向，市场短期出现大行情的可能

性不大。 在大格局尚未变化时，尤

其需要警惕的正是大蓝筹推动指

数快速上升，个股的风险却越来越

大， 投资者容易赚了指数不赚钱。

（溏心 详见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4CD24009DF4C9CED4.html

）

蓝筹蕴藏潜力

煤炭有色响应利好 上证指数

逼近前期

2478

高点， 预计在前期高

点附近将有一番争夺， 但大盘中期

向上的趋势不变， 能否有效向上突

破关键在于量能是否能再放大，投

资者后市可重点选择有色、煤炭、机

械、金融地产等市盈率相对较低的板

块进行投资，市场再次出现“二八”现

象，如果偏离方向很可能会赚了指数

不赚钱。 尽管

2450

点区域有压力，但

是利好涌出震荡向上不会改变，中

期保守看到

2800

以上。 前期大盘上

涨煤炭和有色都没有太大表现，存

在很大补涨空间， 其中涨幅不大的

个股将是最近市场最大热点，煤炭、

有色能否接过“金改”做多大旗有很

大期待， 对于一些低价的个股值得

重点关注。 （赚钱百分百 详见

http://

blog.eastmoney.com/zhangting222/

blog_180460554.html

）

蓝筹可逢低加仓 主板退市制度

以及新的新股发行制度，将会对于市

场中炒新股、炒垃圾股等现象重点遏

制，让市场回归到业绩和基本面的正

确轨道中，这一政策的出台将对市场

中前期爆炒

ST

重组等现象进行有效

打击。

4

月

PMI

指数为

53.3%

，较

3

月上

升

0.2%

， 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出现

上升，并高于

50%

分界线，反映出经

济出现缓慢复苏的迹象。 综合来看，

对于市场走势仍旧相对乐观，市场仍

处于中线上升的格局之中。投资方向

上， 投资者可以逢低适度增加仓位，

蓝筹板块应成为投资的重点。 （杨晓

柳 详 见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513F7009DF4B993EE.html

）

以上博文由中证网博客版主倪

伟提供

本栏文章均源自博客， 内容不

代表本报观点。 如有稿费及涉文事

宜，请与本版编辑联系。

漫画/木南

五一新政

@小股飞刀：这个劳动节谁最忙？证监会！

“五一”小长假，每天都有证券重磅消息出台，

如此高密度史上少见，反映出监管层对股市的

呵护以及政策导向，预计未来还可能会有利好

股市的政策出台。

@李驰：本次降低收费并不是最大头的印

花税，而是沪市的过户费和券商的规费。 但多

项政策同时出台，并且针对长远，配合总体大

环境， 相信

5

月起股市可能摆脱二季度以来的

阴霾，蓝筹行情可期待。

@温建宁：不断升温的股市信心，必将促

使中国资本市场成为最具投资价值的地方，

从年初沪指

2132

点最低点到

4

月底收盘

2396

点，沪市以

12.38%

的涨幅开启了脱离底部“地

心吸引力”的努力。 相信在诸多利好作用刺激

下，资本市场有可能产生爆发性的向上一跃，

开启

5

月股市价值投资回归大门。

PMI连续回升

@冰花糖：

4

月

PMI

指数回升至

53.3

，

连续

5

个月向好， 但经济运行仍未脱离底

部。 近期经济增长与政策调整关系密切，

预计

4

月

CPI

有所回落。 经济政策宽松会提

升市场的兴奋度，但趋于谨慎理性的投资

者还是要多看少动，期待更有利的政策组

合拳。

@宇琼：

4

月制造业

PMI

较

3

月回升

0.2

个

百分点，但季调后略有下滑，降幅有所缩小，

显示经济放缓势头趋稳。 预计二季度货币政

策进一步微调，积极财政政策也更频繁。 建议

关注金融改革、 基建投资与扩内需等相关政

策出台带来的投资机会。

5月开门红

@刘奥：“红五月” 承载着股民的各种期

待，但沪指还是明显偏弱，因此，利好也难现

普涨，上涨力度不强，若想保证

5

月强势还须

有更大力度的利好来推动。

@阿离sine：

5

月开门红走势具有标志性

意义，不仅是短线选择向上突破，更重要的是

进一步巩固了中线上涨格局。 短线股指在

2450

点一线还需整固，但

5

月上攻

2500

点目标

不变。 板块方面有色、煤炭资金大幅流入，目

前

A

股正处新一轮大周期行情起涨点，应珍惜

难得机会。

（益楠 整理）

储蓄心态投资银行股

□丁宁

最近两年，国内

A

股市场着实不

给力， 以至于我这个新股民在遇到

行情波动时，总是上蹿下跳、左躲

右闪， 采用的几乎都是短线策略，

其目的就是为了踏准所谓的市场

节奏。 不过即便如此，

2011

年的业

绩也是以惨淡的负值收场。 痛定思

痛之后，决定拜师老股民身份的岳

父大人，没想到竟然在无意间学会

了“储蓄心态投资银行股”理念。

平心而论，岳父在

2011

年的投

资业绩也不是太好。

2009

年投资

的

5

万元， 现如今已经浮亏到了

4

万多元。 但是即便如此，岳父却仍

然是怡然自得。 细细询问之后，才

知道岳父把投资当成了储蓄，只

买分红率高于一年定存的银行

股。 如此一来， 每年五六月份之

后， 岳父的账户上就会拿到两千

元左右的分红。 不但享受到了一

年定存所带来的“利息”，而且还

可以分享到银行业高成长的一部

分股权，绝对是两全其美。

作为一位有十年经验的老股

民，岳父完整地经历了两个牛市与

熊市的轮回。 所以对他来说，现在

的投资浮亏其实并不算亏损。因为

只要等到下一个牛市到来，如今的

亏损就会潜移默化中变成盈利。那

么， 如何才能确定下一个牛市到

来？ 实际上，岳父基本做到了心中

有数。 举个例子来说，就像去年才

结束的房地产牛市。当你身边所有

的亲戚朋友见面就开始讨论房地

产， 并计算着自己房产增值的时

候，牛市的高峰基本也就到了。 所

以说，等到下一个

A

股牛市到来之

后，岳父获利了结的时机也就成熟

了。到时候，只要不贪得无厌，应该

就可以赚上个一两倍。

最后要说的是， 用储蓄的心

态，来投资银行股，还有三点需要

特别注意。 第一点，就是投资必须

用闲钱，过河钱、救命钱、置业钱千

万不能动用。 否则，一旦有个风吹

草动，就不得不认赔割肉，下一个

牛市也就彻底等不到了； 第二点，

尽量远离经常配股的银行股。一旦

银行股发布了配股公告，不妨进行

换股操作。 无需追求盈利，只要不

配股、不扩大浮亏即可；第三点，心

态要好，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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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第一

个十年，出现了两轮牛市，第二个

十年的牛市，还会遥远吗？

股海泛舟

捕捉热门股

□王贞虎

在股市上摸爬滚打过的人都

知道，各种股票往往此起彼伏。 在

某一特定时期， 某些股票特别走

红，其他股票涨势则相对较弱。 但

过一段时间后，这类股票的地位又

可能被其他股票所代替。为什么股

票像走马灯似的轮番表演？这是因

为随着经济、社会、心理等各方面

因素的变化，在特定时间内总是有

一两个题材是投资者最为看重的，

那么这类题材就成为这一时期的

炒作主题，这类题材的股票就叫做

主题股（或热门股）。

投资者如果想靠热门股获

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善

于发现炒作主题， 预测哪一类股

票将会走红； 二是要尽可能早而

准确地判断现在的热门股是否会

退化、何时退化，以便不失时机地

卖掉它。 否则你不仅不会赚到钱，

反而还会吃大亏。 因为热门股上

涨快，跌得也快。

那么，如何才能预测热门股的

兴衰？

其一， 密切注视国内外经济

形势的变化与发展， 尤其是政府

的经济政策变化。 比如，近年来世

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对能源的

需求上升，石油价格上涨，你就应

当想一想石油工业的股票会不会

成为热门股

?

政府鼓励某一行业

或地区的发展， 你就应当想到这

一行业或地区的股票可能会成为

炒作的热点。 中国决定把汽车工

业作为支柱产业， 把房地产和信

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

育， 以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政

策， 预计对以后的股市都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

其二，根据经济循环规律，确

定即将到来的热门股大致范围。

因为经济变化时， 并非各行业一

齐前进或倒退， 其步伐也并非一

致。 一般来说，在经济过了低潮之

后，最先复苏的行业会是建筑业，

其他依次是零售业、公用事业、保

险市场。 因为经济低潮过后，人民

生活稳定下来，收入开始改善，最

明显的就是希望改善居住环境。

股市在经济低潮复苏过来， 第一

步上升的会是建筑业和地产股。

之后人民收入再改善，百货生意、

零售业会出现消费上升情况，其

股价亦会随之上升。 第二步上升

的股票会是轻工业股票， 因为这

些制造公司以往在经济低潮时积

压了大批存货未能出售， 随着经

济好转，存货慢慢减少，又开始全

力生产。 再现生机，轻工业产品需

求增加之后， 制造轻工业用的机

器的订单又会增加， 重工业又开

始大量生产。 整个经济发展经历

是由消费带动轻工业， 由轻工业

带动重工业这样一个过程。 不过，

当重工业公司利润增加的时候，

股市牛市差不多到尽头了。 所以，

关注经济发展，把握时代脉搏，是

及时准确捕捉热门股的关键。

其三， 了解股市投资大众动

态，培养留意别人喜好的习惯。 凯

恩斯有一句名言：“股票投资好比

是选美投票。 ”这是指买卖股票要

仔细认真地挑选，全面了解各类股

票的素质， 买入自己最中意的股

票。 但需要注意的是，股票投资虽

似选美投票，但是自己的喜好必须

放在其次。 比如说，自己喜欢巴西

小姐，但观众中的多数人却更喜欢

法国小姐，那么，法国小姐获得的

票数自然会多。 对于炒股而言，不

能感情用事，如果你不想拿自己的

钱开玩笑，那就必须立即改投法国

小姐的票，否则将无法获利。 股票

市场永远是按 “多数人决定的原

理”而波动，即使这多数人都有错，

但股票价格仍然会上涨。 因此，应

顺应多数人的意见，购买大家都喜

欢的股票。

其四，常做技术分析，注意图

表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