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条）金融热再度来袭 逼空戏尚存变

数

本报记者 曹阳

2

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在金融与地产

板块“王者归来”的背景下，沪深两市演绎了

一出精彩的“绝地反击”好戏。指数的大幅上

涨一扫此前持续调整的阴霾， 尽管

2

月最后

的“艳阳天”来得晚了些，但却令投资者对

“红三月”再度憧憬。不过，有分析指出，当前

利好市场的主要因素较前期有所弱化，后市

指数的上涨空间或将有限， 类似

1949

点至

2444.80

点的持续逼空行情恐难再现， 但沪

综指仍存在突破前期高点的可能性。

金融地产携手大涨 沪深两市迎 “艳阳

天”

本周四，金融与地产两大权重板块双双

启动， 并推动指数重返升势， 沪综指收复

2350

点整数关口。尽管

2

月沪综指收阴，未能

延续此前两月的上涨态势，但

A

股的

2

月“翘

尾” 仍然令投资者对

3

月份的

A

股走势重新

抱有期待。

受外围市场普涨的提振，昨日沪深两市

小幅高开，尽管转融券试点的推出一度令指

数短暂回落， 但在万科年报业绩超预期、券

商政策红利持续等多重利好的提振下，金

融、地产等权重板块迅速拉升，并带动指数

震荡上行。 权重板块强势崛起，题材股也轻

舞飞扬，包括上海本地、新能源、食品安全、

环保节能等概念股均出现较大涨幅，两市超

9

成个股上涨， 形成了指数震荡上行、 个股

“遍地开花”的和谐局面。 截至昨日收盘，上

证综指大涨

52.37

点， 涨幅为

2.26%

， 报收

2365.59

点；深成指全日也大涨

308.2

点，涨幅

为

3.30

，报收

9641.44

点；与此同时，创业板指

数及中小板综指也分别上涨

1.77%

及

1.72%

，涨幅略微落后主板市场。 两市成交

量较昨日明显放大， 沪市成交

1159

亿元，深

市成交

1023

亿元，显示市场人气再度活络。

从行业板块表现来看，申万

23

个一级行

业全数收红，其中金融服务、房地产、建筑建

材、 采掘和家用电器行业指数涨幅居前，分

别 上 涨

4.28%

、

3.28%

、

3.14%

、

2.52%

和

2.39%

；食品饮料、黑色金属和医药生物行

业指数涨幅较小，显示资金风险偏好显著提

升，前期调整较为充分的强周期板块再度受

到资金的青睐。

三因素助力大盘转守为攻

昨日，沪深两市资金显示出显著的“攻

击性”，资金从食品饮料、医药生物以及餐饮

旅游等具备防御特征的大消费板块流出，进

入到金融、地产等核心周期板块，同时观望

资金也加速进场，显示投资者风险偏好在显

著提升。 有分析认为，市场的由弱转强或主

要源于近期内外利好的共振，在资金风险偏

好提升的背景下，股票投资的参与性明显增

强。

首先，日前伯南克强调量化宽松政策的

延续性有利于全球资金风险偏好的提升。美

联储主席伯南克

26

日在参议院就半年期货

币政策报告作证时表示，美联储推行的量化

宽松措施的益处非常明显，明显高于其可能

产生的风险。他认为有必要延续超宽松货币

政策以改善就业，并为量化宽松政策进行了

强力辩护。 有分析认为，伯南克证词极大地

淡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将缩小量化宽松规模，

甚至提前结束了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担

忧，当日美股三大股指以及黄金期货价格均

收高。 同时也为全球的投资者吃下了一颗

“定心丸”， 再度提升了全球资金的风险偏

好，

A

股也受益其中。

其次，万科年报业绩超预期，提升市场

对经济基本面复苏的预期。 昨日万科公布

2012

年年报，其财务报告显示：

2012

年全年，

公司实现净利润

1255118.24

万元，摊薄每股

收益为

1.1415

元。 此前共有

30

家机构对万科

A2012

年度业绩作出预测，平均预测摊薄每

股收益为

1.11

元， 万科

A

的年报显著好于市

场预期。 由于万科

A

的业绩对于地产股具备

一定的代表性，这或预示着

2012

年地产行业

的整体业绩超出了此前的市场预期，对地产

板块的提振效应彰显。

最后，管理层对股市呵护备至，降低投

资者对政策面转向担忧。证监会有关部门负

责人日前表示，全国住房公积金入市的相关

研究准备工作已经启动。尽管住房公积金入

市并未进入到实质阶段，但无论是养老金还

是住房公积金等长期资金的准备入市，至少

从其特质来看，都意味着管理层对

A

股持长

期看好的态度，未来呵护股市的政策措施将

层出不穷。

年报行情预热 震荡迎接“两会”

尽管昨日金融股携手地产股演绎了一

出“王者归来”好戏，令投资者对

A

股

3

月行

情充满期待；但平心而论，无论从政策面还

是资金面来看，当前市场环境要逊色于去年

12

月份和今年

1

月份， 除非经济复苏力度好

于预期， 否则市场难以出现二度 “逼空”行

情。 在“两会”即将召开的政策性预期提振

下，

A

股

3

月份上旬或维持强势震荡的格局，

指数有望挑战前期高点。

从政策面来看， 地产调控政策仍处于

“观察期”，虽然短期内出台调控细则的可能

性不大，但是前期房价的持续上涨无疑令政

策腾挪空间显著紧缩。 有分析指出，目前的

调控措施仅是纲领性的文件， 由于缺乏细

则，很难对地产行业的基本面造成实质性影

响，进而打破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 但是如

果房价上涨的趋势持续，未来将倒逼政策加

码。

从资金面来看，近期货币市场利率持续

上行，表明近期市场流动性偏紧。 周四央行

逆回购询而未发， 节后连续两周净回笼资

金，致昨日货币市场利率延续上行，全线突

破

4%

的关口，流动性环境较年初明显紧张。

尽管目前还很难做出货币政策转向的判断，

但势必对投资者此前的宽松预期产生修正。

当然，尽管近期政策面与资金面对

A

股

的提振效应正在边际递减，但由于经济复苏

的趋势尚在延续， 且通胀回升较为温和，因

此股票的配置价值仍然较高，后市

A

股的潜

在收益仍高于潜在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金融与地产板块企

稳反弹，万科年报超预期更是点燃了地产股

集体上涨的激情，这或表明金融与地产板块

即将围绕年报披露展开新一轮的强势反弹，

这可能将带动指数在“两会”期间向前期高

点

2444.80

点发起冲击。 可以说，在所有行业

中， 银行与地产股的业绩增长确定性最高，

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而万科

的业绩或表明了经济的复苏力度可能好于

预期；未来一个月，权重地产股与银行股陆

续公布的

2012

年年报，很有可能会好于此前

市场较为悲观的预期。 而以银行、地产为首

蓝筹股业绩的稳定增长，有助于市场风险偏

好的稳步提升，后市主力资金或围绕年报行

情展开新一轮布局。

银行

H

股引领恒指重上

23000

点

□

香港智信社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连续两日在国会作

证力挺量化宽松，预计短期内量宽规模退出

的可能性不大，美元指数显著回落，而自动

减支机制生效以及意大利大选对于金融市

场的负面冲击也逐渐被消化。欧美股指持续

反弹， 道琼斯指数再度创出近五年半的新

高，并逼近历史高点；内地

A

股周四在权重

金融地产股的引领下，强劲扬升，两会期间

政策面的变化以及市场资金面的松紧将成

为左右短线行情的主要因素。在内外市场联

袂走强的刺激下，港股周四高开高走，恒指

结束了八连阴的颓势，重上

23000

点大关，其

中，银行

H

股重获外资看好，在热钱回流香

港市场的背景下， 预计港股

3

月份之后有望

扭转颓势。

恒生指数昨日最终收报

23020.27

点，涨

幅为

1.96%

；大市交投显著放大，共成交

869

亿港元。 中资股为大市领涨主力，国企指数

与红筹指数分别上涨

2.63%

和

2.29%

。

由于近期

AH

股的联动性有所增强，经

常出现同涨同跌的情形， 进而导致恒生

AH

股溢价指数波动有限， 昨日该指数微跌

0.17%

至

103

点。 在全部

83

只

A+H

股中，

A

股

相对折价个股数量仍维持于

17

只， 以银行、

保险、交建类个股为主。

从昨日港股盘面上看，中资银行、地产

类个股为大市领涨主力军，前期被外资机构

集中减持的银行

H

股表现最为突出，在相应

A

股走强的刺激下全线飙升

3%

以上，恒生

H

股金融业指数上涨

3.22%

，股价上涨配合成

交量的有效放大，在结合外资机构再度发表

看好中资银行股的言论，我们或可憧憬热钱

将再度回流该板块。

巴克莱昨日发表研究报告，全线上

调工、农、中、建及民生银行

H

股的目标价，

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市场的升势。 另外，

高盛日前发表报告表示， 得益于流动性支

持、宏观经济及房地产市场复苏、调整资本

结构的风险降低，加上银行转而向中小型企

业贷款导致净利息收益率超预期，在上市公

司公布

2012

财年和

2013

年第一季度业绩时，

市场可能会调高对中资银行股的盈利预期，

加上该板块估值合理，高盛预计若中国在保

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令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该

行给予银行股“买进”的评级。

展望港股后市，考虑到美元指数继续向

上动能有限， 预计港股短线有望摆脱

2

月份

以来的颓势，全球风险偏好再度提升有助于

热钱回流香港市场，而中国两会期间政策面

的利好和中国经济复苏的预期将成为资金

回流的理由，港股后市或可重拾升势。

个股资金流向表格行业资金流向图表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最新价

涨幅

（％）

流入金额

（万元）

流出金额

（万元）

净流入额

（万元）

净流入资金

占总成交额

比例（％）

０００００１

平安银行

２３．００ ９．４２ １７２６７０．９５ ７６１１２．１２ ９６５５８．８３ ３８．８１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０．３６ ５．３９ ２７６２７０．４０ ２０００４０．０７ ７６２３０．３３ １６．００

６０１９０１

方正证券

６．７７ １０．０８ １３０５８９．８４ ５７７０５．８６ ７２８８３．９８ ３８．７１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１２．００ ６．０１ １２０７６６．４３ ６２１５５．６４ ５８６１０．８０ ３２．０４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１９．８７ ５．０２ ２００２２７．５４ １４２４３５．３２ ５７７９２．２２ １６．８７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４７．０７ ４．１４ １４３４９８．３５ ９９１７１．５５ ４４３２６．８０ １８．２７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１．０６ ６．４５ １４２０８７．３６ ９９６０３．９４ ４２４８３．４２ １７．５８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１２．８２ ３．５５ ９２４３４．０１ ５３１６７．４７ ３９２６６．５５ ２６．９７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１４．６５ ５．０２ １４２７９３．５７ １０３５９２．０６ ３９２０１．５０ １５．９１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３．３０ ３．５８ １２３２０８．９２ ９８１２３．９２ ２５０８４．９９ １１．３３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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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带给A股的X猜想（四）

主题投资贯穿始末 两会题材短期称王

□本报记者 李波

近期指数的显著回调并未

影响资金对于主题投资的参与

热情，而个股活跃度的延续也为

昨日大盘反攻创造了条件。分析

人士指出， 尽管权重股卷土重

来，但两会的召开仍将为题材炒

作营造良好的氛围，主题投资将

贯穿整轮反弹行情。在众多概念

中，环保、军工、食品安全等当前

舆论最为关注的主题，或在两会

期间迎来政策刺激。

主题投资或贯穿反弹行情

2

月以来，指数虽然剧烈震

荡，但个股活跃度丝毫不减，涨

停个股从不缺乏， 这令市场赚

钱效应得以维持。伴随事件、政

策、传闻以及两会预期的驱动，

相关热点概念被迅速引爆；而

权重板块的暂时休整， 也令资

金对于小盘题材股的炒作大幅

升温。 如此一来，指数

150

点的

调整并未对市场带来太大的杀

伤， 个股炒作的风生水起有效

地维护了市场氛围和投资者情

绪， 也为昨日沪综指的大举反

攻做好了充分准备。

统计显示，

2

月以来，沪深股

指分别累计下跌

0.83%

和

0.27%

，

而同期

68

只

wind

概念指数中有

62

只实现上涨。其中，污水处理、

PM2.5

、 环保概念和机器人指数

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

16.45%

、

15.76%

、

14.20%

和

11.55%

，抗癌、

垃圾发电、苹果指数的涨幅也在

9%

以上。 可见，主题投资在

2

月

逆势逞强。分析人士指出，银行、

地产等权重股的卷土重来，并不

影响主题投资继续逞强。当前市

场情绪偏暖， 炒作热情高涨，信

息量更呈几何级别增长，这就为

主题投资提供了沃壤，而“两会”

的临近也将进一步提升市场对

于政策出台的预期，并由此激活

相关题材概念。 因此，主题投资

将贯穿整个反弹行情。

关注两会受益题材

两会召开在即， 短期资金

对于题材的炒作将紧密围绕会

议政策预期展开，预计环保、军

工等主题概念的投资价值将持

续凸显。

从去年

12

月

4

日以来的累

计涨幅来看，由

PM2.5

、环保概

念、 污水处理等子概念构建的

环保板块和以航母、通用航空、

卫星导航为代表的国防军工主

题，花开两朵表现抢眼。而在今

年以来的涨幅榜中， 依然是

PM2.5

指数、

3D

打印指数、航母

指数、通用航空指数、环保概念

指数、污水处理指数前排就座。

可见， 军工和环保两大概念在

本轮行情中表现得最为强势和

稳健。“强者恒强”的背后，缘于

多重因素的推动， 这也使其具

备反弹的持续性和升级潜能。

具体来看， 环保板块有望

借助两会再度掀起炒作高潮。

从雾霾到污水， 环境问题不断

牵动着人们的神经， 公众对于

环境保护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环保已成为两会议题中最为重

要的看点， 环保类上市公司有

望享受两会政策红利。

与此同时， 在运

-20

首飞

成功、 国家最高科技奖授予军

工专家、 地缘政治因素升温等

事件性刺激之后， 市场关于国

防建设提速的预期显著增强，

军工产业有望获得大力发展，

相关股票具备反弹持续性。 另

外，食品安全、农业现代化、生

物医药等主题也受到舆论高度

关注， 有望享受 “两会行情”。

（本系列完）

编后：

2

月汇丰

PMI

的低于

预期以及地产调控引发的货币

政策预期生变， 一度轻微动摇

了支撑本轮反弹的根基， 即来

自政策及经济层面的利好预

期；不过，目前影响市场运行的

因素，如美元会否中期走强、经

济复苏是否只是弱复苏以及政

策倾向会否发生变化等， 依然

处于未证伪的阶段，因此，短期

市场基调很难发生实质性的变

化， 接下来题材风仍可能会大

行其道。

年报行情预热 震荡迎接“两会”

尽管昨日金融股携手地产

股演绎了一出“王者归来”好戏，

令投资者对

A

股

3

月行情充满期

待；但平心而论，无论从政策面

还是资金面来看，当前市场环境

要逊色于去年

12

月份和今年

1

月

份， 除非经济复苏力度好于预

期，否则市场难以出现二度“逼

空”行情。 在“两会”即将召开的

政策性预期提振下，

A

股

3

月份上

旬或维持强势震荡的格局，指数

有望挑战前期高点。

从政策面来看，地产调控政

策仍处于“观察期”，虽然短期内

出台调控细则的可能性不大，但

是前期房价的持续上涨无疑令

政策腾挪空间显著紧缩。 有分析

指出，目前的调控措施仅是纲领

性的文件，由于缺乏细则，很难

对地产行业的基本面造成实质

性影响，进而打破地产市场的供

求关系。 但是如果房价上涨的趋

势持续，未来将倒逼政策加码。

从资金面来看，近期货币市

场利率持续上行，表明近期市场

流动性偏紧。 周四央行逆回购询

而未发，节后连续两周净回笼资

金，致昨日货币市场利率延续上

行，全线突破

4%

的关口，流动性

环境较年初明显紧张。 尽管目前

还很难做出货币政策转向的判

断，但势必对投资者此前的宽松

预期产生修正。

当然，尽管近期政策面与资

金面对

A

股的提振效应正在边际

递减，但由于经济复苏的趋势尚

在延续， 且通胀回升较为温和，

因此股票的配置价值仍然较高，

后市

A

股的潜在收益仍高于潜在

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金融与

地产板块企稳反弹，万科年报超

预期更是点燃了地产股集体上

涨的激情，这或表明金融与地产

板块即将围绕年报披露展开新

一轮的强势反弹，这可能将带动

指数在“两会”期间向前期高点

2444.80

点发起冲击。 可以说，在

所有行业中，银行与地产股的业

绩增长确定性最高，这是当前中

国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而万科

的业绩或表明了经济的复苏力

度可能好于预期； 未来一个月，

权重地产股与银行股陆续公布

的

2012

年年报，很有可能会好于

此前市场较为悲观的预期。而以

银行、地产为首蓝筹股业绩的稳

定增长，有助于市场风险偏好的

稳步提升，后市主力资金或围绕

年报行情展开新一轮布局。

金融热再度来袭 逼空戏尚存变数

□

本报记者 曹阳

2

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在金

融与地产板块“王者归来”的背景

下， 沪深两市演绎了一出精彩的

“绝地反击”好戏。 指数的大幅上涨

一扫此前持续调整的阴霾， 尽管

2

月最后的“艳阳天”来得晚了些，但

却令投资者对“红三月”再度憧憬。

不过，有分析指出，当前利好市场

的主要因素较前期有所弱化，后市

指数的上涨空间或将有限， 类似

1949

点至

2444.80

点的持续逼空行

情恐难再现，但沪综指仍存在突破

前期高点的可能性。

主导资金未离场 反弹还将创新高

□民族证券 徐一钉

本周二， 上证综指收盘跌破

2300

点；随后证监会表示，住房公

积金的入市相关研究准备工作已

启动， 这反映出管理层呵护

A

股

的“态度”。值得关注的是，上周四

各大指数拉出长阴线，除了

ST

股

外，没有一只个股跌停板，这在

A

股历史上绝无仅有。 在这次暴跌

中，似乎个股的下跌很有“秩序”，

更没有出现大面积跌停的现象。

我们认为， 主导这轮反弹的资金

对

A

股市场并没有失去控制。

春节长假后的首个交易周收

出“开门绿”，主要受多重利淡因

素的影响。其一，本周一公布的汇

丰中国

2

月制造业

PMI

初值降至

50.4

，为近四个月的低位，这引发

市场对中国经济回暖程度的担

忧。其二，近两周央行净回笼资金

超过万亿元， 银行同业隔夜拆借

利率大幅上升至

4%

以上。 其三，

今年以来， 共有

46

家上市公司发

布了增发再融资预案， 累计增发

117.9

亿股，预计募集资金

1073

亿

元。特别是，本周四转融券的正式

启动，大大超出市场预期，对投资

者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认为，短期内，转融券对

A

股市场的负面冲击并不大。 首

先，试点初期，转融券标的证券为

90

只股票 （不包括

ETF

基金），其

中沪市

50

只、深市

40

只；总流通市

值为

9.3

万亿元， 占全部

A

股流通

市值近

50%

。 由于这

90

只标的股

票都是蓝筹股， 目前估值水平普

遍不高， 预期投资者融券做空的

需求和意愿不强。

其次， 转融券业务试点推出

后， 参与转融券业务试点的证券

公司、标的证券数量，以及可供出

借的证券数量均有限， 融券和转

融券业务规模短期内不会大量增

加。特别是，按照目前的转融券业

务试点规则， 只有上市公司机构

股东具备出借证券的资格。 基金

公司、 保险公司和上市公司国有

机构股东持有的证券因法律法规

和政策上的限制， 目前尚不能真

正开展出借证券的业务， 实际出

借的数量会非常少。 上述诸多因

素决定了转融券试点期间， 对单

只股票卖空的作用力将大幅低于

市场预期。

其实，

A

股市场的好转，正逐

步得到数据的佐证。 其一，

2

月

18

日至

2

月

22

日，

A

股市场净流入资

金

648

亿元， 扭转之前连续

4

周资

金净流出的局面， 也创出近

31

周

资金净流入的新高；其二，当周新

增

A

股开户数为

14.61

万户， 较春

节前一周增加

75.85%

； 其三，截

至

2

月

22

日，

A

股持仓账户约

5453

万户， 较春节前一周增加

8.44

万

户 ，

A

股 账 户 的 持 仓 比 例 为

32.3%

；其四，当周参与交易的

A

股账户数为

1189.09

万户，也较春

节前一周小幅增加；其五，新兴市

场股票基金持续净流入周数超过

23

周， 年初至今流入总量已超过

330

亿美元。

1949

点反弹以来，

A

股市场

的走势很怪异。 当技术面严重超

买、市场预期要调整时，大盘持续

上涨拒绝调整，直到春节前；而当

市场预期春节后继续上涨， 上周

的长阴线又令投资者对后市再度

迷茫。 主导这轮中期反弹的资金

似乎在“闪转腾挪”，让投资者摸

不清大盘运行的方向。 本周四中

午前，我们对

A

股的走势也感到困

惑， 但当日午后大盘重新呈现强

势上涨，银行、房地产、券商等前

期领涨板块再度引领市场， 主导

这轮反弹资金似乎又 “苏醒”，并

重新掌控了

A

股市场的涨跌节奏。

曾经金融股、城镇化是引领

A

股的两大主线；如今，以银行为

代表的金融股和房地产股的再

次走强，则意味着大盘短期调整

已宣告结束。 上证综指能否再创

这轮反弹新高， 关键要看银行、

房地产、券商板块的脸色。 平安

银行已创出这轮反弹的新高，给

其它银行股指引了方向，预计银

行股创出反弹新高应在意料之

中。 此外，不妨中线关注安全概

念股，如涉及国家安全的航天军

工、 涉及生活环境安全的环保、

涉及身体安全的医药等。 不过，

这是这轮中期反弹第一段收官

前的冲刺， 见顶信号将由银行

股、房地产股给出。

资金全面回补周期股

□本报记者 龙跃

经历了

8

个交易日的震荡调整后，

沪深股市本周四再现单日长阳。 从当

日资金流向看，金融、地产等周期股体

现出了较强的“吸金”能力。 分析人士

指出，考虑到权重因素，市场二次反弹

的成败仍然在于周期股。 从当前的宏

观环境看，周期股仍然具备活跃空间，

但此类股票上涨需要较强的资金支

持，因此向上空间并不确定。

184亿资金昨回流A股

2

月

28

日，沪深股市主力资金均

呈现较为明显的净流入态势。 据巨

灵财经统计，周四沪市

A

股资金净流

入

117.12

亿元， 深市

A

股资金净流入

166.80

亿元， 两市资金合计净流入

183.92

亿元， 这也是自

2

月

18

日调整

以来，沪深股市第一次实现资金大规

模的净流入。

从沪深主要指数昨日涨幅差异

以及“沪强深弱”的资金流向特点看，

周期性权重股周四应更受市场青睐，

而行业资金流向也证明了这一点。

据巨灵财经统计，金融服务行业资金

净流入金额达到

65.88

亿元；同时，房

地产和机械设备行业分别净流入资

金

25.84

亿元和

13.80

亿元。 值得注意

的是，周四资金净流入居前的

8

大行

业全部为典型的周期性行业。 与此

形成对照的是，食品饮料和餐饮旅游

行业昨日资金净流出，净流出金额分

别为

9.14

亿元和

0.13

亿元。

周期股“二次上攻” 的关键

经过昨日的大幅上涨后，本已逐渐

悲观的市场情绪重新被调动起来，投资

者纷纷猜测———大盘是不是已经进入

反弹的“二次上攻”时间。 分析人士指

出，从本轮反弹的主线以及对指数的话

语权等角度看，大盘如果想要实现二次

上攻，周期股的表现仍然是关键。

由于期指等金融衍生工具的存

在， 银行等周期股在本轮反弹中呈现

出波动幅度加大的迹象，因此，有部分

投资者认为，经历了前期的暴涨后，周

期性权重股将进入暴跌阶段。 但客观

地说，即便在对冲博弈的背景下，周期

权重股短期内持续暴跌的概率也比较

低。首先，当前银行等周期权重股仍然

普遍处于市场估值洼地中， 下跌动力

不足；其次，地产、银行等板块在年报

期间持续传递乐观的业绩预期， 至少

在短期基本面上就封杀了其大幅下跌

的空间；最后，经济持续复苏、通胀继

续低企的格局， 显示宏观环境仍处于

较佳的组合中，而这显然更有利于

β

弹

性较高的周期股。

当然，周期股处于向好的环境并

不意味着其未来还会有很大涨幅。

从股本规模看，周期股持续上涨需要

大量资金支持， 而在已经明显上涨

后，其对资金的短中期吸引力势必大

为降低。 此外，地产调控预期再度从

紧，政策压力将对房地产产业链涵盖

的多数股票构成不利影响， 包括银

行、地产、水泥、工程机械等板块，而

目前很难说上述板块的股价对政策

预期已经进行了充分反应。

整体来看，在现有环境下，周期股

大概率会保持强势震荡的格局， 除非

有重大基本面或政策面的积极转变发

生，否则相关股票即使再创反弹新高，

继续向上的空间预计也比较有限。

金融地产携手大涨 沪深两市迎“艳阳天”

本周四，金融与地产两大权

重板块双双启动，并推动指数重

返升势，沪综指收复

2350

点整数

关口。尽管

2

月沪综指收阴，未能

延续此前两月的上涨态势， 但

A

股的

2

月“翘尾”仍然令投资者对

3

月份的

A

股走势重新抱有期待。

受外围市场普涨的提振，昨

日沪深两市小幅高开， 尽管转融

券试点的推出一度令指数短暂回

落，但在万科年报业绩超预期、券

商政策红利持续等多重利好的提

振下，金融、地产等权重板块迅速

拉升，并带动指数震荡上行。权重

板块强势崛起， 题材股也轻舞飞

扬，包括上海本地、新能源、食品

安全、 环保节能等概念股均出现

较大涨幅， 两市超

9

成个股上涨，

形成了指数震荡上行、个股“遍地

开花” 的和谐局面。 截至昨日收

盘，上证综指大涨

52.37

点，涨幅

为

2.26%

，报收

2365.59

点；深成指

全日也大涨

308.2

点，涨幅为

3.30

，

报收

9641.44

点；与此同时，创业

板指数及中小板综指也分别上涨

1.77%

及

1.72%

，涨幅略微落后主

板市场。 两市成交量较昨日明显

放大，沪市成交

1159

亿元，深市成

交

1023

亿元， 显示市场人气再度

活络。

从行业板块表现来看，申万

23

个一级行业全数收红， 其中金

融服务、房地产、建筑建材、采掘

和家用电器行业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

4.28%

、

3.28%

、

3.14%

、

2.52%

和

2.39%

；食品饮料、黑色

金属和医药生物行业指数涨幅较

小，显示资金风险偏好显著提升，

前期调整较为充分的强周期板块

再度受到资金的青睐。

三因素助力大盘转守为攻

昨日， 沪深两市资金显示出

显著的“攻击性”，资金从食品饮

料、 医药生物以及餐饮旅游等具

备防御特征的大消费板块流出，

进入到金融、 地产等核心周期板

块，同时观望资金也加速进场，显

示投资者风险偏好在显著提升。

有分析认为， 市场的由弱转强或

主要源于近期内外利好的共振，

在资金风险偏好提升的背景下，

股票投资的参与性明显增强。

首先，日前伯南克强调量化

宽松政策的延续性有利于全球

资金风险偏好的提升。美联储主

席伯南克

26

日在参议院就半年

期货币政策报告作证时表示，美

联储推行的量化宽松措施的益

处非常明显，明显高于其可能产

生的风险。他认为有必要延续超

宽松货币政策以改善就业，并为

量化宽松政策进行了强力辩护。

有分析认为，伯南克证词极大地

淡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将缩小量

化宽松规模，甚至提前结束了超

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担忧，当日

美股三大股指以及黄金期货价

格均收高。同时也为全球的投资

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再度提

升了全球资金的风险偏好，

A

股

也受益其中。

其次， 万科年报业绩超预

期，提升市场对经济基本面复苏

的预期。昨日万科公布

2012

年年

报， 其财务报告显示：

2012

年全

年， 公司实现净利润

1255118.24

万元，摊薄每股收益为

1.1415

元。

此前共有

30

家机构对万科

A2012

年度业绩作出预测，平均预测摊

薄每股收益为

1.11

元， 万科

A

的

年报显著好于市场预期。由于万

科

A

的业绩对于地产股具备一定

的代表性，这或预示着

2012

年地

产行业的整体业绩超出了此前

的市场预期，对地产板块的提振

效应彰显。

最后， 管理层对股市呵护备

至， 降低投资者对政策面转向担

忧。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日前表

示，全国住房公积金入市的相关研

究准备工作已经启动。尽管住房公

积金入市并未进入到实质阶段，但

无论是养老金还是住房公积金等

长期资金的准备入市，至少从其特

质来看，都意味着管理层对

A

股持

长期看好的态度，未来呵护股市的

政策措施将层出不穷。

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入前十

行业资金净流入（出）金额

银行H股引领恒指重上23000点

□香港智信社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连续两

日在国会作证力挺量化宽松，预

计短期内量宽规模退出的可能

性不大，美元指数显著回落。 欧

美股指持续反弹，道琼斯指数再

度创出近五年半的新高，并逼近

历史高点；内地

A

股周四在权重

金融地产股的引领下， 强劲扬

升，两会期间政策面的变化以及

市场资金面的松紧将成为左右

短线行情的主要因素。在内外市

场联袂走强的刺激下，港股周四

高开高走，恒指结束了八连阴的

颓势，重上

23000

点大关，其中，

银行

H

股重获外资看好，在热钱

回流香港市场的背景下，预计港

股

3

月份之后有望扭转颓势。

恒生指数昨日最终收报

23020.27

点， 涨幅为

1.96%

；大

市交投显著放大，共成交

869

亿

港元。中资股为大市领涨主力。

从昨日港股盘面上看，中

资银行、地产类个股为大市领

涨主力军，前期被外资机构集

中减持的银行

H

股表现最为突

出， 在相应

A

股走强的刺激下

全线飙升

3%

以上。结合外资机

构再度发表看好中资银行股

的言论，我们或可憧憬热钱将

再度回流该板块。

考虑到美元指数继续向上

动能有限， 预计港股短线有望

摆脱

2

月份以来的颓势，全球风

险偏好再度提升有助于热钱回

流香港市场， 而中国两会期间

政策面的利好和中国经济复苏

的预期将成为资金回流的理

由，港股后市或可重拾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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