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数不断走低，市场底似乎深不可测。 在探底过

程中，消费股的抗跌性引起投资者关注。 那么，消费

股在市场探底过程中起着什么作用？ 消费股的未来

会怎样演绎？ 本期《草根达人》特邀诸位博主，共同探

讨消费股未来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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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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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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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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观察》

邮编：

100031

漫画/木楠

散户解套有技巧

□王贞虎

中国股市几月内一直呈现低

迷状态，不少散户股民深套其中。

是割肉清场还是战场苦拼等待解

套？ 相信大多数股民朋友都会选

择等待“解套”。 但苦于初入股市

缺少经验， 不少朋友都对如何解

套感到茫然，在此，本人将解套心

得记述于下：

壮士断腕全线清仓

如果所持股票本质不佳，公

司的营运或获利均呈衰退， 而整

体的投资环境有恶化迹象， 一轮

升势即将结束， 未来将进入中期

调整，则应咬紧牙关，把所套股票

全线清仓， 直到见到中期底部再

超量买入。如若以

18

元卖出某股

1

万股， 跌到

13

元后可买回

1.38

万

股，涨至

18

元时全线卖出，市值已

达

2.49

万元， 比套牢股本成本增

值

6.05％

， 已相当于成功解套了，

这一方法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但

需要有对大势（或个股）见顶的准

确判断。

向下摊平的“金字塔”操作

当整体的大环境并未变坏，

只因大盘出现一时性的 “回档”，

而使手上持股套牢，那么，可以在

不扩大信用、 不借钱买股票的原

则下，可利用手上的闲置资金，向

下摊平。 也就是说随着股价下跌

幅度扩大后而加码买进， 以待股

价回升。但采取此项做法，必须确

认整体投资环境并未变坏， 股市

仍无由“多头市场转入空头市场”

之可能， 否则会陷入愈套愈多的

困境。

“卖弱买强”换股

如果套牢股票是冷门股，而

此时市场出现热门股， 则可以卖

出弱势股买入强势股， 直至行情

结束。 所谓强势股是指刚刚发动

的， 当日收盘价已超过

5

日、

10

日

均价，

RSL

逐日走高， 但尚未进入

超买区，而成交量又逐日放大。 可

以从买进“强势股”中获得的利润

弥补套牢的损失。

记住， 散户在解套操作过程

中同时需要牢记以下四项原则：

（

1

）止损原则。一般短线盘的

止损点应控制在

10％

以内， 而中

线盘的止损点最好也不要超过

20％

。 一旦从最高点跌下来，达到

了止损点，就应当果断置处，以免

被动。

（

2

）换股原则。 一旦出现跌

势， 弱势股和业绩差的股票一

般都会受到重创。 所以，套住的

时候要把自己手里的品种好好

审查一下， 如果是业绩不佳或

走势较弱，就要迅速出手，并同

时换成一些业绩好或走势强的

品种。

（

3

）鸵鸟原则。 从理论上讲，

只要你的运气不至于太坏， 只要

你持有的不是有严重问题品种，

只要你不是追涨吃在历史最高价

上，那么，做好半年、一年、两年的

“抗战”准备，解套甚至盈利是完

全可能的。

(4)

高抛低吸原则。 在股价下

跌一段时期后， 对其股性应当会

有所了解， 这时不妨做做高抛低

吸，摊低成本。 一旦反弹，很快就

能得以解套。

房产税

@刘贵雨：本周闹得沸沸扬扬的“湖南湖北正

在制定房产税细则”一事，终以湖北省地税局发声

明否认而结束。 即使只是虚惊一场，也让房地产板

块成为昨日的砸盘主力，体现了业界对于房地产调

控加码的恐慌。

@九天狂舞：“限购”这把刀越来越钝，回暖形

势不减的房地产市场，房价已有脱缰之势，使得购

房者再现局部恐慌。土地出让收入及设房地产税费

减少或增收乏力，这种情况下，房产税被认为是限

购令的最佳接棒者。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建立等措

施，也使房产税箭在弦上。

@梦渔樵：楼市调控很难依赖房产税，我国

目前大城市实际空置的房产比例并不高， 大城

市的产权属性复杂，在不解决供给情况下，盲目

扩大房产税范围很可能会导致存量环节税费被

转移到交易环节。 因为供小于求，购房者很可能

负担更多。

汇丰PMI

@方添明：汇丰

8

月制造业

PMI

初值

47.8

，降至

9

个月新低，令人失望数据反映制造业的日子依然相

当艰难，亦基本浇灭了市场对经济第三季见底复苏

的希望。 另一方面，疲弱数据也将加大政府推出更

多刺激措施的预期，尤其是周三美联储意外给出较

明确

QE3

暗示。

@比独还孤：数据显示我国经济仍处于探底过

程中，严峻现实可能超出此前预期。 货币政策能起

到的作用不大，更应启用政府财政政策工具来刺激

经济复苏。 在经济基本面未见起色的背景下，难言

A

股已经阶段性见底。

央行逆回购

@金陵小叶：本周央行推出天量逆回购，浇冷

短期降准预期。 银行间同业拆借短期品种明显回

升，长期品种出现企稳迹象，市场宽松预期落空。当

前各地楼市呈现全面回暖， 资产价格反弹风险增

大，此时如果通过“降准”方式开闸放水，增加货币

信贷供应量，将会加剧产能过剩、投资过热和楼市

火爆的风险。

@平底锅：对于央行的连续逆回购，市场纷纷

认为降准与降息的可能性将会降低。 对此，央行高

层发出了敏感暗示，“哪种工具都不会被排除。 ”在

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与股市低迷的大背景下，再次向

市场传递隐晦信号，这为

A

股后市增添了降息与降

准两大预期亮点。

（益楠 整理）

买股票不能只靠数学模型

□田书华

计量经济学数学模型为投资

者定量分析投资对象提供了一种

方法， 对投资者建仓时选择股票

有一定帮助， 但绝不能认为计量

经济模型就是科学依据。 事实上，

定量中包含着很多 “拍脑袋”因

素， 甚至有时候定量预测出来的

结果比拍脑袋拍出来的误差更

大，这主要表现在：

数学函数类型选择含有“拍

脑袋”因素。 计量经济学中的模

型都是在假设前提下进行的，一

切模型都是假设的，我们进行计

量或建立模型的时候都是假定

经济运行符合某个函数公式或

模型，实际上，经济运行复杂得

很，经济运行不可能符合任何公

式或模型，但是人们却按照自己

想象的模型或公式进行运算，因

此数学模型的选择本身就是拍

脑袋的产物。

条件的假设含有“拍脑袋”因

素。 任何数学模型都是在一定的

条件下才能成立、才可以运用，而

在经济分析过程中， 假设条件很

难与实际情况吻合， 这些条件很

多是假设出来的， 而且在这个假

设过程中， 很多条件也是拍脑袋

的结果。

模型中的很多参数是 “拍脑

袋”的数据。 模型中需要的参数是

人们自己设想的， 不可能正好与

实际相符， 大多是根据经验或参

照体系拍脑袋拍出来的。

在应用模型的过程中所用到

的资料、数据、信息，不可能完整、

精确。 用这些不完整、不准确的信

息带入一个非常精确、 准确地数

学模型得出的结论也会产生误

差，何况我们的模型、参数都不可

能完全准确， 因此模型本身也不

正确， 用不准确的数据带入不准

确模型所得到的结论是否可靠可

想而知。 而把这些不正确的参数、

数据带进一个不正确的模型中，

经过“几经周折”的运算，肯定会

导致最后结果误差更大， 正所谓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不过，数学模型“拍脑袋”中

也包含不少科学因素，因此，也不

能瞧不起“拍脑袋”。 因为拍脑袋

一般来说都是经验丰富的人凭着

多年的经验与感悟“拍”出来的，

也并不是随随便便的瞎说， 在他

们拍脑袋的同时已经在心里进行

了“盘算”。所以，证券投资不是不

要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有必要，但

定量分析的结论仅仅是可供参考

的依据之一。实践中，应该以定性

为主，以定量为辅投资。即便通过

定量计算，也要给出足够的冗余，

才能保证计算结果不会犯定性

的错误。 正如巴菲特为什么喜欢

业务简单的企业，因为业务一旦

复杂，影响因素就呈几何级数增

加，即便抽提出每个业务的主要

影响因素，对于企业这个系统而

言，输入还是太多，每个变量之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只能估测，那

么会造成巨大的误差，从而导致

定性的错误。 不是导致安全边际

要求太高而失去投资的机会，就

是安全边际估计不足， 导致投资

风险剧增。

中报收尾

反弹起步

□石丽芳

围绕着

2100

点，大盘又折腾了一周，鸡

肋一般的行情让投资者始终不知所措。往下

跌似乎感到空方没有太多力量，往上弹好像

多头也没有高昂情绪，这种“黏黏糊糊”的走

势让资金给后市做判断多了很多不确定因

素，或许要等到下周中报披露结束后，市场

才能有一个阶段性的方向选择。

从目前情况看， 利于多方的转机迹象

少之又少，各种信息尤其是经济层面信息似

乎都在告诉我们：市场没戏。确实，从官方公

布的各类宏观经济数据看，目前我国的经济

发展正在经历很困难的阶段，想要真正从根

本上摆脱原先的经济发展模式，达到真正经

济转型，还要面对很多不确定性。 对于股市

而言，面对不确定性的最佳策略或许就是观

望和等待。 与普通投资者不同，机构投资者

更“厌恶”不确定性，更看重标的公司稳定的

业绩增长。恰恰在目前，无论是美国、欧洲经

济走向，还是欧债危机都处在巨大的不确定

性中。 中国经济也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是对前

30

年或

10

年国内经济增长的调整，中

国经济已经告别维持

30

年的高速增长。为了

更好地调结构、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未

来

3-5

年，中国或将继续承受经济增长放缓

的阵痛，还将承受国内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

剩以及国内外需求不足的阵痛。国内外因素

交织，使得各类投资者对行业、公司很难把

握，特别是对国内宏观政策取向。 所以并不

是机构不想投资

A

股，而是在巨大不确定性

面前不得不“放慢脚步”，甚至“停下脚步”。

当然， 上面我们说的是一个放在很长

时间周期内的事情，眼前的市场尽管会持续

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但不会每天都以“绿

脸”出现。一般来说，整数点附近多空双方会

出现反复争夺， 毕竟

8

月初股指曾依

2100

点

展开过一波反弹行情，市场现在回落到起点

位置，一是会有技术性抵抗动力出现，二是

“还会更坏吗” 的疑虑将在心理上产生一定

的支持作用。

虽然本周行情乏善可陈， 但在经济信

号继续向弱、政策信号依旧模糊、业绩压力

持续释放、深成指明显补跌的情况下，沪综

指能够围绕

2100

点小幅波动已属不易。下周

中报将公布完毕， 中报业绩究竟会如何，现

在投资者心里都很清楚了。可以说最近乃至

这一阶段的下跌，就是对中报业绩下降的反

映。 从年初开始，对于经济何时见底的争论

就没有停止过，只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依旧没

有看到经济见底的有力信号，而指数则在不

断的证伪和不断的失望中逐级走低。 随着

8

月的即将结束，寄希望于三季度能够看到经

济转暖的声音再度出现。

暂且不论经济是否能够在三季度转暖，

单就目前市场所承受的压力来看， 业绩可能

是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压力， 因为经济不振最

终作用于股市的信息就是业绩下降。 而为了

达到一个市场所能接受的估值水平， 那么在

业绩下降的情况下， 只有通过股价下跌来完

成估值水平“合理化”。 当中报尘埃落定后，会

不会产生一种三季报业绩好转的预期呢？ 哪

怕不是整体业绩， 只是局部或者是某个重点

行业。 如果这种预期能够出现，相信对整体市

场疲弱已久的人气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前期我们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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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现在这种纠结市况的最佳方法有两

个：一是直接以带量长阳的形式再次将指数

拉离

2100

点区域，因为前期曾经在

2100

点出

现过放量上涨的情况，如果二次出现这一景

象，同时又在中报披露接近尾声，消息面趋

于真空阶段的时候， 比较容易刺激多头神

经，而技术形态上的双底将进一步支持反弹

的出现；二是久盘必跌的重现，在继续创新

低的同时去验证上述下跌通道下轨，即

2050

点的有效性，利用快速下跌来打出一定的反

弹空间。 不论是哪种形式，在中报披露接近

尾声的时候，阶段性的反弹正在临近，可能

是“原地起跳”，也可能是“下蹲起立”。

消费股防御功能显现

短期涨幅过大

业绩稳定有支撑 据数据调查，

7

月，

31.58%

私募重仓了消费股，

21.05%

私募重仓地产，

15.79%

私募重仓了医

药、金融和资源股，而电力、节能环保

和文化传媒也各有

10.53%

私募布局。

私募基金

8

月重点关注的板块变化不

大，金融、医药和消费仍然最受私募青

睐，分别有

31.58%

、

26.32%

和

26.32%

私

募重点关注。 未来上游资源、下游消费

都可能会存在黑马。 这些板块中部分

个股会持续走牛，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

间，市场系统性机会不大，个股结构性

机会比较大，绩优股、成长性个股不断

创新高， 绩差股则会震荡走低，

A

股会

向成熟市场靠拢。 从财报看，消费板块

的公司盈利稳定， 业绩基本没有出现

下滑。 但是短期内，个股涨幅过高，私

募有可能会在

8

月上涨行情中借机调

仓换股。 （爱建信托 详见

http://blog.

sina.com.cn/s/blog_ad7fd59f010124jh.

html

）

私募重配消费股

8

月以来市场在

2100

点展开反复筑底，部分最新披露净

值的私募整体表现依旧强于大盘，尤其

是买入防御性的医药、消费品种的私募

延续

7

月强势。 私募之所以能够在市场

大跌中跑赢大盘，主要买入一些防御性

特别强势的品种。 根据调查，私募基金

在

7

月份重配的行业主要有消费、医药、

地产， 其中

31.58%

私募重仓了消费股。

具体来看， 价值投资派私募在

7

月以来

表现最为突出，重仓白酒、品牌中药等

消 费 类 个 股 ， 业 绩 表 现 亮 眼 。

（Curischen�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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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513F700A8E43693EE.html

）

有望诞生牛股 现在市场股价已

经很便宜了，股票估值偏低，目前肯定

是底部区域， 机会很多。 长期看好白

酒、医药等消费类股票，短期调整后还

有机会，指数基金的机会很明显，主要

是看好大势。对于后市，私募普遍认为

市场见底信号越来越明显， 在中国经

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 寻找穿越牛熊

周期的能持续盈利的蓝筹企业， 消费

领 域 有 望 诞 生 大 牛 股 。 （ge-

shang2012�详见

http://19856396.blog.

hexun.com/79110259_d.html

）

电子走强 白酒淡季不淡

消费电子业绩提升 全球电子行业

景气度已经处于回升趋势中，

2012

年以

来全球主要半导体厂商销售额稳步提

升，全球半导体的繁荣有望延续到

2013

年上半年。终端消费电子以及半导体照

明是我们下半年关注的重点：其中消费

电子的持续繁荣启动了新一轮的行业

复苏，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智能

电视为代表的终端电子产品有望继续

引领电子板块走强；今年是半导体照明

向民用照明拓展的初始元年，在政策扶

持以及成本控制的引导下，全行业有望

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对

2012

年下半

年行业的总体判断如下：电子元器件行

业已经从底部走出来，虽然整个行业实

现全面复苏仍需要一段时间，但未来行

业总体向好的趋势已经确立。从上市公

司已公布的半年报来看，今年三季度上

市公司业绩有望出现较大规模的反转。

行业估值水平虽然较去年下半年有所

提升，但相比于历史水平仍然处于中等

水平，一些低估值个股的估值修复有望

提前。 对于下半年业绩好转我们持乐观

看法， 目前板块筑底的过程已经完成，

但细分行业分化将更加明显，我们重点

看好业绩有望大幅提升的细分行业

(

如

半导体照明、 终端消费电子等

)

投资机

会。 （国全 详见

http://blog.cs.com.cn

）

白酒提前进入消费季 首先，白酒

股的火爆走势， 主要缘于消费旺季的

到来。 在半年报业绩有望超预期的推

动下， 白酒板块释放出足够的做多动

能。 随着

A

股市场的震荡回稳，做多信

心出现回暖， 低估值品种因此具备一

定的估值复苏潜力。 由于天气等因素

的制约， 第二季度历来是白酒消费的

淡季。 但今年半年报数据显示，白酒股

在淡季的业绩表现却不差， 半年报业

绩甚至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五粮

液在半年报业绩预告中称， 预计半年

度净利润

504628

万元左右， 增幅为

50.07％

左右， 基本每股收益为

1.329

元

左右。而五粮液目前的股价为

37.46

元，

对应

2012

年的市盈率不足

20

倍。 此外，

在随后的时间里， 白酒行业将逐渐进

入到消费旺季，随着中秋节、国庆节、

元旦乃至春节的陆续临近， 白酒行业

有望在消费旺季更进一步， 因此为白

酒股的上涨提供了乐观的氛围。 （假日

风 暴 详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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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38E9100A8E44F8ED1.html

）

关注重点 谨慎选股

短期四领域可关注 黄金珠宝股：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 当下定情信物

选送黄金珠宝饰品的越来越多。 其实，

就理财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最好的，不

仅保值、增值，而且可以随时变现。 最

近， 各大黄金珠宝店的销售情况已逐

渐升温。 除了七夕节日因素外，

8

月后

的基本面形势也有利于金价走出一波

突破反弹行情。 上周五，美国公布不佳

的经济数据，

QE3

升温， 也对黄金形成

了一定的向上推力， 预期会反映到股

票市场。 餐饮股：物以稀为贵，目前的

A

股市场，餐饮股并不多，算上以餐饮

为主的华天酒店， 也不过只有湘鄂

情、全聚德和西安饮食

4

家上市公司。

这

4

家餐饮上市公司都是一方餐饮特

色的代表，日前公布的今年半年报情

况显示，业绩尚可让人满意。旅游酒店

股：对于工作繁忙的都市人来说，旅游

已逐渐成为都市人度假的首选方式，七

八月份正是一年出游的好时节。按照惯

例， 每逢节日期间，

A

股市场上的旅游

酒店股都会动一动。 即使不是集体异

动， 但也总是会出现一两只涨势不错

的个股。 东方宾馆是上榜率最高的，加

上日前公布的半年报显示其当期净利

润增长逾

70%

，因而值得关注。 商业零

售股：一般情况下，节日期间各大商场

百货、 零售商店都会延时打烊。 实际

上， 上周五，

A

股市场已现商业股有所

走强的端倪。 除节日因素外， 业绩稳

定、 部分存在整合重组预期等都是提

振原因，还可关注上海九百、华联股份

等。 （王建国 详见

http://blog.sina.com.

cn/s/blog_61c330220102e8xq.html

）

三招甄选消费股 一个优秀的消费

品企业，我更多理解为是整个系统的综

合优秀，而这种综合优秀需要许多定性

的沟通和理解去判断。 一般有三个判断

标准：一是加价率，销售价加价越高获利

越多。二是有多少经销商或多少门店，渠

道多销售状况良好。三是批发折扣率，也

就是品牌的议价能力。 只要把上述三点

把握住了， 品牌的投资机会也就来了。

（libomen001� 详见

http://blog.sina.com.

cn/s/blog_679a396b010142xh.html

）

以上博文由中证网博客版主倪

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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