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掘金之旅

股海泛舟

一周看点石丽芳看市

草根达人

12

Trends

2012年 /� 8月18日 /�星期六

责编：韦伟 电话：01 0-63070282��E-mail:wwweia@263.net

财经微博关键词

征 稿

本版邮箱:

� � � � wwweia@263.net

� � � � wwwei@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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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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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投”长线大牛股

□丁宁

说起长线大牛股， 将其分辨

出来实际上并不困难。 虽然此类

股票也随大盘的趋势不断涨跌，

但却总是上演着底部不断抬高的

行情走势。 在海外市场当中，著名

的可口可乐绝对是长线大牛股的

典型代表。 而在国内市场中，贵州

茅台堪称为令人惊喜的长线大牛

股。 那么，如何才能通过长线大牛

股的“定投”来实现稳定收益呢？

笔者以个人经验与读者分享。

作为

A

股市场当中相当著名

的长线大牛股， 贵州茅台以其稳

定的业绩和不断创新高的股价颇

为让人心动。 虽然这只股票也随

大盘的趋势不断涨跌， 但却总是

上演着底部不断抬高的行情走

势。 如此一来，即便是国内

A

股市

场再次遭遇到类似

2008

年的大崩

盘， 投资者也很难以

2008

年时候

的股价将其买入。

不过即便是如此，投资者仍然

可以根据“市盈率”这一估值参数，

来对贵州茅台股票进行 “定投”操

作。 以笔者的个人经验为例，贵州

茅台在

2008

年开始至今的熊市阶

段，曾经三次跌破

20

倍市盈率。 其

中的第一次其实就是熊市大底，也

就是

2008

年

10

月份。不过那时笔者

并未成为股市投资者，所以没有抓

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至于贵州茅台第二次和第三次

跌破

20

倍市盈率， 则分别是在

2011

年

1

月份和

2012

年

1

月份。 由于估值

极低，所以笔者分别购买了

100

股进

行两次“定投”，并在日后获得了稳

定的收益。而按照这一原则来看，如

果将来的某一天， 贵州茅台的市盈

率再次跌破

20

倍市盈率， 那么笔者

就可以进行第三次

100

股“定投”了。

客观来说， 笔者之所以会选

择贵州茅台进行长线投资。 除了

业绩稳定之外，还仰仗其动辄

200

元以上的高股价。 如此一来，这只

股票的最小投资额便是

2

万元以

上， 从而天然屏蔽了资金匮乏的

“小散”。 而这样的高股价，其实也

有些像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 由于高股价天然屏蔽了投

机炒作者， 持股者大部分都是价

值投资者，所以很难出现“小散”

所带动的恐慌性杀跌。 也正是因

为如此， 即便是

2012

年年初的时

候，“三公消费” 政策十分不利于

贵州茅台， 这只股票也并未上演

持续下跌的行情走势。

俗语有云，“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是师傅”。 既然很多投资者

都学不会当师傅， 那么就像笔者

这样以“定投”的方式当徒弟也未

尝不可。 至于何时获利了结，不妨

估值提高一倍之后再做打算。 也

就是说， 按照现在

20

倍的市盈率

来看， 只有股价上涨到

40

倍市盈

率之后， 再抛售贵州茅台这只长

线大牛股也不算迟。

2100

点以下

会是“黄金坑”吗

□石丽芳

看着外围市场指数一步一步的挪到阶

段高点，

A

股的

2100

点却摇摇欲坠。 以目前

的市场人气来看，如果没有“强心针”的话，

鸡肋一般的行情恐怕难以改变。

2100

点以下

的市场会是什么？是进一步下跌的起点还是

会否极泰来？

尽管中信证券在第一时间出面辟谣，

但在当前市场环境下， 再怎么解释都是苍

白的，资金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的心态，很坚决的抛售出他们认为的“问题

筹码”。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那些传闻目前看

来都是不靠谱的， 但股价却下去后几乎没

有反弹的欲望。 而本周家电电商之间的价

格大战也没给股市带来好的影响， 再加上

医药、白酒股的“补跌”，导致本周指数回到

了

2100

点。

指数的回调和市场的疲弱均超出了笔

者的预期，而且从目前情况看，似乎还看不

到出现转机的迹象。 一般来说，市场在整数

点附近多空双方会出现反复争夺，一方面，

8

月初股指曾依托

2100

点展开一波反弹行情，

市场现在回落到起点位置，会有技术性抵抗

动力出现；另一方面，今日是股指期货交割

日，从历史经验看，交割日当天市场出现大

幅波动的概率较小，多空仍将维持相对平衡

态势。 但在市场下行趋势中，这种弱势平衡

状态不会维持很久， 大盘经过弱势反弹后，

仍将回归调整状态， 也就是说，

2100

点的跌

破可能难以避免。

2132

点曾被赋予“钻石底”的光圈，后来

又有“玫瑰底”的争论，那么

2100

点以下会是

“黄金坑”吗？

2100

点以下有没有能够形成“坑”的条

件呢？ 理论上讲，一个整数点位或者是市场

重点关注点位的失守，都会在心理上形成反

弹逻辑。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最近的例子就

是

2132

点跌破并没有形成反弹。 现在酿酒、

医药等前期热点品种还没有完成调整动作，

同时部分短线涨幅较大的个股也出现快速

调整，而作为中流砥柱的金融股表现出继续

走弱的迹象，银行、保险等指数均冲高回落，

而券商板块更是接近近期新低。不过从杀跌

动力来看，经过本周的持续下行后，除非资

金的多杀多态度依旧坚决，否则不经过反弹

就继续将指数杀到

2050

点附近的能量有限。

之所以提到

2050

点，是因为将近期的高点和

低点分别连线后，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

下降通道，而这个下降通道的上轨延长线目

前在

2160

点附近，下轨延长线则位于

2050

点

附近，恰好

2100

点位于此下降通道的中轨位

置。 因此，如果在

2100

点出现盘中反弹仅可

看作弱势超跌反弹， 其动力和持续性有限。

在场内没有明确的做多热点，以及金融等板

块仍显示走弱迹象时，后市的回调压力依旧

存在。也就是说，

2100

点假如被跌破，即使是

一个“砸坑”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反复的过

程，因此不意味着一次的跌破就是“坑”，更

慎言“黄金坑”。

那有没有出现特殊情况的可能呢？ 也

有。最近一个阶段，市场普遍出现了“周末利

好依赖症”， 屡次出现周末市场缓步走高以

“押注”周末政策利好，而周一未见政策利好

而频现“黑色周一”的景象。而屡次的失望也

导致资金丧失了这种“押注”兴趣，或许这并

非坏事。如果资金不再将所谓的政策利好当

作唯一希望，如果市场不再将降息降准当作

非猜不可的事情的时候，或许真正的转机才

可能在酝酿之中。

现在市场确实与当初的

998

点、

1664

点

相比出现了较大的改变，一味纯粹的拿某些

指标或者现象去简单对比没有太大的意义。

现在也没有必要去把

2100

点标上历史大底

的标签，没有经济层面向好的信息、没有资

金层面的有利支持、没有业绩层面的向上拉

力，形成“黄金坑”的过程一定是相对漫长而

且无法预知的。 现在深证成指已经跌破了

8

月初的低点， 开始迫近

8486

点的年内低点。

这种带有一定“补跌”味道的下跌，或许也在

酝酿再度的反弹。 不过，如果没有带量长阳

的出现，恐怕反弹之路还是难以长远。

荐股“圈套”需提防

□张帮俊

对于很多刚踏入股市的菜鸟

来说，面对花花绿绿的大盘、各种

难以理解的股市术语、 天书般的

炒股书籍，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

到头脑”。 此时，他们迫切希望能

得到高人指点， 特别是有丰富实

战经验的“熟手”指导。 因此，某些

人就有了设套行骗的机会。

在一些电视炒股节目中，大

家往往会见到这样的场景：“女主

持人会说到， 下面请

××

证券公司

操盘手

××

来为大家分析今天的盘

面情况。 不多时，一位西装革履的

年轻男士便现场操盘，激动地说：

“今天是最佳买入时机，其实用

××

软件的操作十分简单， 该软件真

正做到了波段操作，精准把握，之

前我们推荐的股票全部上涨。 ”听

长了这些“专业人士”的荐股与点

评， 肯定会有股民会被他们所推

荐的炒股软件所吸引，掏钱购买，

以为拥有了它， 炒股无忧了。 其

实，股市中没有那样神奇的软件，

买软件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既然不能太相信软件， 那么，

是不是可以相信身边的炒股高手？

朋友老方每次买股时，都喜欢问身

边一些炒股朋友。 那天，他在酒桌

上认识了一位股友， 两人相谈甚

欢，几杯酒下肚后，那人就对老方

说：“我有朋友在证券公司上班，他

偷偷向我推荐了几只不错的股票，

说是稳赚，同时，让我千万别告诉

别人！我见咱们挺谈得来，这样吧！

我就透露给你一只股， 赚钱了，可

别到处声张。 ”酒桌上的话哪能太

当真，可是，老方却相信了，回去之

后，重仓买了那位刚认识的“朋友”

推荐的股，结果，下个星期一开盘，

就开始大跌， 气得老方直骂娘，才

知道那人是庄托。 所以提醒新手，

别人的荐股只是供自己参考，自己

一定要动脑子，别太轻信别人的花

言巧语，小心被人利用。

同事小李炒股常赔多赚少，

前段时间，他反而赚了几笔，我就

问他是不是学到了什么秘籍。 他

笑道：“不瞒你说， 我找到了个炒

股博客， 写博的人可是个炒股高

手，分析行情非常给力，我看后有

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因此，就按照

他说的去操盘，结果，你瞧瞧，几

次都有收获，我还买了他出的书，

呵呵。 ”说完，小李指着手上一本

不知名作者写的炒股书。

这些写博的人有些是从事多年

证券和金融工作的资深人士， 也有

在股市摸爬滚打许多年的老股民。

他们对股市的分析也很透彻， 什么

政策面、技术面，分析得头头是道，

因此赚得了不少眼球。其实，他们就

是能过博客这个平台不经意间向你

推荐他们写的书或办的讲座。

那天，快下班时，我接到了一

个南方城市打来的电话，“我们是

某某投资公司， 想问问你是否在

做股票？ ”得到肯定答复后，这位

自称是投资公司经理的人说可以

帮我推荐比较能赚钱的股票，若

赚了钱，大家三七分成。 ”此后几

天，他又打来电话“骚扰”，气得我

没办法，直接挂电话。

这种电话荐股咱们很多股民

都碰到过， 不要相信这些所谓投

资公司的电话， 也不要相信他们

的荐股，即使最后能赚钱。 原因很

简单，如果对方推荐的股票赔了，

风险由自己担； 如果对方推荐的

股票赚了， 为了下一次合作的机

会，自己很可能会汇钱，那么对方

没有风险却可以获得收益。 所以

说，要炒股，就要相信自己，完全

没有必要去听信各类荐股电话。

睁大眼睛， 不要被那些打着

“荐股”幌子的人所忽悠，落入被

“套”的陷阱。

券商股

@张万宏：股市低迷，市场人气丧失，传统业务萎

缩，股市缺少成交量，令券商最为核心的收入来源经纪

业务明显下滑。创新业务原本是券商股的最大看点，但

考虑到现阶段创新业务贡献的利润， 难以弥补传统业

务下滑产生的窟窿， 因此投资者都毫不犹豫地抛弃了

券商股，这就是其跳水的重要原因。

@驼福：在熊市背景下券商不应该有很强势的

表现，虽然今年证监会在行业创新的政策方面做了

很多工作，但目前各项创新业务对券商业绩的实际

支撑作用不大，此前的行情更多是市场对券商创新

业务预期的提前炒作。 行情一旦不好，券商股最先

被抛弃。

@吴钩映雪： 上半年上涨主要是券商股和地

产股，最近大跌也是这两大板块，这种回调是正常

的。 券商板块大跌，有受利空传闻影响的因素，但

主要还是基本面的问题。 近期转融通即将出台，可

以说券商的利好政策能出的差不多都出来了，预

期基本已兑现；另外，

IPO

虽然没叫停，但是实际节

奏明显放缓。

电商大战

@黄叶叶：电商大战，京东

vs

美苏。 大战未打，

宣传先行，所以这次是真打还是假打，还是要用时

间来验证。 到底是两败俱伤还是优胜劣汰大洗牌，

暂时还无法定论。 但对于上市公司的美苏来说，利

空是明显的。

@易鹏：如果出现非理性的价格恶性竞争，必然

会影响到家电的整个产业链，会出现行业萎缩，也会

影响到消费者本身，最终出现多败。 但考虑到电商行

业的高度市场化程度， 企业的理性决策是存在的，这

种恶性价格竞争不会长久。

现金分红

@马里奥：中国股市长期以来特有的庄股文化

以及红利税造成参与现金分红的投资者市值损失，

是导致广大股民对现金分红表现冷淡的主要原因。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要加大对股价操纵、内

幕交易的打击力度，清除庄股文化遗毒对股市的影

响，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应推动红利

税尽快免征。

@柴智勇：蓝筹股回报水平的提升和投资价值的

凸显， 已经使得长期资金大举入市面临着较好时机。

但只有不断倡导和指引现金分红的股市文化，才能吸

引更多长期资金进入市场，成为股市的“定海神针”，

分享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股民得益、市场得益、全社

会得益。

（益楠 整理）

银行股蓄势 或带动大盘企稳

面临转型 政策降压

银行业转型 利润增速放缓 中

国银行业利率市场化趋势已明朗，

利润增速将放缓。 不过，利率市场化

是一个渐进过程， 和其他行业相比

银行业盈利能力仍然很强， 在市场

低迷情况下， 投资者或对银行股反

应过度。 与中国经济一样，面对利率

市场化、金融脱媒等挑战，中国银行

业也面临转型， 在转弯时必然会出

现减速。 因此对银行业新形势下产

生的波动，市场需要深刻理解。 最近

一两年，银行股价频频创下新低，市

场看空银行股主要是对未来担忧。

中国经济已经历三十年的高速增

长，不可能永远这样持续下去，而银

行也难以像过去那样高歌猛进。 从

长远看， 中国银行业将进一步受到

规模和价格的双重约束。 这种情况

下，银行业利润增速会逐步放缓，相

应的股价也出现下跌。 不过，评价银

行利润增长不仅要看增幅， 还要看

该家银行的业绩基数。 （宁缺毋滥

详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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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_5c94021f0101a8bl.html

）

政策发力 短期降压 银监会发布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

见稿， 将银行执行新监管标准时间由

2012

年底推迟到系统性银行

2013

年底

前达标， 非系统性银行

2016

年底前，若

银监会批准， 甚至可推迟至

2015

年和

2018

年。这让头顶巨大融资压力的银行

暂时喘了口气。 不过，资本监管的严厉

程度并没有变，且有收紧之势。 根据新

规平均

9％

（

8％+1％

附加资本）的资本充

足率下限要求测算，新规或将对上市银

行形成

4500

亿元左右的资本缺口。按此

次《征求意见稿》所说，系统性银行

2013

年底前达标，那么大型商业银行第二轮

再融资压力要在明后年才能显现。 即银

行短期压力下降，长期压力上升。 （残萼

不离枝上老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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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log_910d8699010166p1.html

）

银行股或带动大盘企稳

银行股企稳大盘能反弹 对于市

场影响最大的还是地产和银行股，在

股票市场经常听到一句大盘股搭台小

盘股唱戏， 而这里的大盘股明显是指

银行股。 对于这个板块不见得上涨多

少，只要不下跌市场就可以企稳反弹。

目前， 只要银行股企稳大盘还有反弹

机会， 我们只要看银行中权重最大的

工商银行就可以判断大盘走势。 工商

银行上涨后进入回调， 对此我认为工

行已经完成一浪反弹，需要二浪调整。

对此只要工行不在创新低后再度上

扬，银行股可以把大盘反弹台子搭好，

一旦舞台搭好超跌股唱戏将会开始。

（高雪山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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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16B7A00A7C5D7C97C.html

）

银行股有望强于大盘 以现在

3%

的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水平看， 银行

存款实际收益为

1.2%

， 处在比较高的

位置，银行利率有下调空间，这可能是

近期银行股走势承压的原因。 如果银

行降息，对于

A

股是利好，一方面降低

了上市公司的财务费用， 另一方面也

降低了对上市公司回报的要求， 股指

应会做出正面积极地响应。 值得注意

的是银行股重新走强， 使得大盘在多

数股票下跌中仍保持升势， 所以银行

等权重股走势决定了大盘的方向。 若

银行股再次陷入盘整之中， 则影响大

盘做多意愿。 现在离中报结束只有十

多个交易日， 银行中报有望比普遍悲

观的预期强，在中报披露阶段，银行股

有望强于大盘， 从而带动股指震荡走

高。 （孙文胜 详见

http://blog.jrj.com.

cn/0887521344

，

8446864a.html

）

银行股不会大幅下跌 过去一段

时间，银行股成为一个热点，银行股破

净成为一个关注话题。 不过，如果看好

中国经济未来

5-10

年的平稳发展，那

么对于现阶段的银行股看空就没有道

理。 银行行业的金融核心地位是绝对

性质的意义， 银行股票破净是不可能

长期存在的。 未来有两个变化，一是银

行股票的净资产下跌， 一是银行股票

本身上涨。 从银行股票目前的权重看，

长期下跌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银行体

系如果整体出现了大问题， 那么很难

有行业和企业可以独善其身。 银行股

票本身也是各大机构主力资金的集散

地， 连续下跌了数年的银行股价和连

续上升数年的银行业绩之间的线，已

经被拉的直直的了。 这个来自本身的

恢复力量， 足够支持目前的银行股票

价格， 所以银行股大幅度下跌不太可

能。（jnwalker�详见

http://blog.sina.com.

cn/s/blog_7130db5701019eln.html

）

中报业绩向好 或现投资良机

中报业绩向好 或超跌反弹 继一

季度

16

家上市银行交出好成绩单后，

银行股中报业绩继续向好。 已发布中

报的民生银行 （

600016

）、 光大银行

（

601818

）、华夏银行（

600015

）、浦发银

行（

600000

）和深发展

A

（

000001

），净利

润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57％

、

32.7％

、

41.89％

、

41.83％

、

56％

。 而农业银行

（

601288

）中报预告显示，上半年净利

增幅在

45％

以上。 据

Wind

统计数据，截

至目前多家上市公司公布半年报，银

行的盈利水平名列榜首。 银行中报业

绩大增主要受益于利息收入提高和资

产规模扩张，按目前股价预估，银行估

值已低于

2008

和

2005

年低点， 像华夏

银行的市净率在上市银行中最低，

PB

只有

1.07

倍。银行股超跌反弹可能性很

大。 （溏心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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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4CD2400A86F624ECC.html

）

出现罕见投资机会 银行股目前

市盈率普遍在

5

至

6

倍之间， 部分银行

股已经跌破净资产， 出现历史罕见投

资机会。 未来

5

年投资价值被严重低

估，以目前价格买入银行股持有

5

年将

远远跑赢大盘指数， 确定性的年均收

益率将达到

10%

以上。 以北京银行为

例， 该银行将近

80%

的主营业务在北

京，北京地区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严重

呆坏账的可能性极小， 目前股价已经

跌破净资产， 以目前的价格买入，

5

年

后持股保守估算年均收益率在

10%

以

上。 （杨宝忠 详见

http://blog.sina.com.

cn/s/blog_6571b4ad01014vdt.html

）

未来银行股盈利概率大 现在的银

行股都被低估，已经有不少银行股破净

了。 建议把现在的银行按盈利能力即

ROE

进行排队，选出历史上稳定前三名

之内的银行，然后就买入银行股。 未来

5

年，优秀的银行股价格翻几倍是大概率

事件。（展尘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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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log_537ab742010173b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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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交通银行增发公告显示，财政部、社保基

金等“国家队”及汇丰银行等外资投资者将溢价认购

其增发股份， 显示了中外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的信

心。那么，投资者的信心能否撑起银行股？本期《一周

看点》特收集相关博文，看看诸位博主眼中买银行股

是否会盈利？ 银行股能否力挽大盘狂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