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止到

24

日

20

点，共有

1358

人参加

今日走势判断

选项 比例 票数

上涨

48.6% 660

震荡

24.6% 334

下跌

26.8% 364

选项 比例 票数

672

７５％

左右

16.7% 227

５０％

左右

11.8% 160

２５％

左右

8.4% 114

空仓（

０％

）

13.6% 185

满仓（

１００％

）

49.5%

目前仓位状况

（加权平均仓位：

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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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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鹤：市场短线将以整理为主

两市周二一度出现深跌，午后略有回升。 从资金面上看，从节前到现在一直呈现大幅流出的格局，市场在规避长假和IPO的冲击，落袋为安似乎是主流资金的主要动作，虽然趋势上没有明显的表现，但资金流向对此前瞻。 技术面上来看，两市呈现吊颈线，整体趋势还是延续节前调整姿态，虽然虽有反弹但明显有心无力，版块短期未现正常的轮动，市场短线还将整理为主，重心可能会继续下移到20日线附近，操作上暂时保持轻仓状态。

短线周三股指继续调整的概率较大，股民应关注20日线的支撑的力度。 周三阻力位2170点，支撑位2250点。 关注焦点一是外围市场以及消息面变化，二是成交量能否放大，三是20日线支撑力度以及10日线的阻力轻重。

红马猎庄：震荡中把握题材炒作机会

市场行情目前仍然是题材概念股的天下，自贸区概念股因挂牌在即而继续大涨，民营银行也掀起炒作的高潮，苏宁云商等多只股票涨停。 其它油品升级、淘宝彩票、东方影都等概念均有出色的表现。

本周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周，也恰逢季度末的关键时点，短期资金面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并且国庆长假期间为防止黑天鹅事件，也会有较多资金选择避险，同时会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在长假期间进行理财类的活动，因此节前可能不会有大行情出现。 此因素可能会导致A股市场将以震荡整理为主，后市投资方面则应在震荡中把握题材类的炒作机会。

拾金客：调整是为国庆布局做准备

周二大盘收出一颗探底回升的小阴线，沪指跌破10日线收在5日线附近，目前K线重心有下移之势，周三重点留意5日线的支撑，指数只有站稳2200点后才能向上运行，如果站稳2200点后下半周仍有向上的趋势。

大盘探底回升，虽然护盘力量不足盘面调整迹象明显，但从目前大环境向好的情况下股市不具备深调的理由，调整和媒体报道国庆前后或发“IPO征求意见稿”有关，IPO 重启对大盘会有杀伤力，但是每次传闻IPO 重启又被否定，大盘在2200点怎么会重启IPO? 这次也许又是主力的圈套，另外对于权重股集体杀跌引发的调整，权重股调整后八部分板块本身就有机会，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已经不远不远，本次会议搞活经济还是重点，所以大盘中线向上的趋势不变，如果调整就主力是为国庆布局做准备。 所以投资者不要盲目跟风杀跌。 等待大盘企稳后在布局国庆行情。

玉名：洗盘不改节前红包行情本质

对于大盘而言，虽然大盘目前出现了调整，但是我们看到依然有多个因素具有支撑作用。 其一，从技术层面上看，周一的缺口已经回补，调整的压力释放了很多，而且2200点的支撑明显，5日线和10日线交汇构筑了平台；其二，从热点来看，我们看到节日红包板块中的旅游、商业连锁今天再度活跃，尤其是商业连锁板块，真正发挥了金九银十的作用，小商品城、王府井等频频刷新高点，同时类似海宁皮城、苏宁云商等板块热点已经将板块彻底带动了起来，因此节前行情还是有序展开；其三，消息面没有明显利空，市场还是在政策预期呵护之下。 策略方面，玉名认为 股民还是以持股为主，市场近期的调整更多地还是洗盘，从主力操盘的思路上看，洗盘、拉升、再洗盘、再拉升的态势并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护盘力量依然存在，在洗盘之后，市场反弹趋势没有改变。

左洋平：国庆后再加仓操作

周二主力用节前洗盘方式，通过震荡整理，洗去一些不够坚定的人，也就确定实实在在的行情还是要等到国庆后，技术面目前压在2300--2330区间，下方支持位在2130—2150有一定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国庆前会是以2100---2350区间这250点上下震荡徘徊。

股民需要注意2300这个压力位，须看这个量能能不能重新回到3000亿左右，关注量能的持续性，如果量能回不到3000亿仍需要震荡整理筑底蓄势，大盘要出现走好行情仍需要等到国庆节后。 从现在的盘面看，中秋刚过，而国庆又将至很多人会将资金转到实体中去，经营生意或留钱出去旅游啊消费，预期国庆节前震荡筑底，现在的策略仍是在国庆前暂时操作以短线波段为主注意资金管理和仓位控制，等到国庆后再考虑加加仓。

（张晶整理）

受益金融改革 券商景气回升

□国泰君安 赵湘怀

昨日金融服务板块领跌大

盘，券商板块深幅调整。由于近期

资金面紧张， 我们维持证券行业

短期谨慎观点， 但坚定看好券商

中长期发展。 当前券商板块正面

临传统业务的复苏和创新业务的

加速， 压制券商股估值的三大因

素正在逐步消除，而三中全会、上

海自贸区带来的金融改革契机又

将全面利好证券、信托和期货。

景气度逐步回升

当前压制券商股估值三大因

素———市场交易量萎缩、 投行业

务下滑、 创新预期不明正在逐渐

消除

,

证券行业的景气度正在逐

步回升。

传统业务方面， 由于宏观经

济数据向好， 金融改革持续推进、

蓝筹股交易额放大，

A

股在改革预

期推进下形成反弹，证券交易量回

升。由此，

9

月份以来证券公司的经

纪业务、权益类投资明显改善。 同

时，预计

IPO

重启后券商投行收入

将明显提升，债券承销规模有望恢

复性增长。目前已有

83

家企业过会

待发，

IPO

开闸后券商有望新增投

行业务收入约

40

亿元。

创新业务方面， 首先， 预计

2015

年券商信用交易业务收入有

望达到

1000

亿元左右。 其中融资

融券、 股票质押式回购以及约定

式回购业务收入分别达到

448

亿

元、

434

亿元和

121

亿元。信用交易

将显著改变券商传统业务模式，

熨平券商业绩波动， 并提升杠杆

及估值水平。

其次， 公募基金牌照获批和

资产证券化加速将成为资管业务

规模高速增长的又一催化剂。 随

着“一参一控”放开，券商公募基

金牌照将陆续获批， 券商在资管

渠道、产品设计、激励机制等方面

优势明显， 与公募基金相比具备

较强竞争优势，

2013

年上半年券

商资管规模首次超过公募基金。

证监会表态将大力推进券商资产

证券化业务。

第三，新三板年内扩容可期

,

对券商盈利模式将有深远影响。

新三板扩容将使的券商盈利模式

发生演变， 随着券商业务链条的

延伸和重组，将为承销、并购、直

投、融券等业务带来新的客源。

金融改革影响积极

后续管理层坚定推动金融改

革和金融创新的改革措施将全面

利好信托、期货和券商行业。

当前，我国拟从利率市场化、

资本市场多元化和金融领域的对

内对外开放三方面鉴定推进金融

改革。由此，证券、信托、期货行业

将全面受益， 亮点在于多层次资

本市场建设提速、 资产证券化扩

大、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等。而国债

期货如期上市， 融资融券扩容早

于预期， 表明监管层将大力推进

券商创新进程的决心仍未动摇。

除了券商板块， 受益于金融

改革， 信托行业有望迎来估值修

复。 信托定位于高风险高收益债

的金融机构， 以提供非标准化的

产品为主。 作为实业的投资银行

,

信托公司基层创新能力强

,

有顽

强的生命力；若遗产税开征，家族

信托等民事信托发展空间巨大。

当前， 市场已充分反映信托业负

面预期

,

金融改革影响积极

,

利好

信托行业。

期货方面，由于品种扩容，期

货行业多元经营使得行业有望迎

来高速成长。当前，国债期货已上

市

,

后续品种扩容蓄势待发，多元

化盈利模式浮现。 券商系期货公

司崛起态势明朗化

,

领先的商品

系期货公司有望打造自身的期货

式投行。

左洋平：

国庆后再加仓操作

周二主力用节前洗盘方式，

通过震荡整理，洗去一些不够坚定

的人，也就确定实实在在的行情还

是要等到国庆后，技术面目前压在

2300-2330

点区间，下方支持位在

2130-2150

点有一定的支持，也就

是说在国庆前会是以

2100-2350

点区间的

250

点上下震荡徘徊。

股民需要注意

2300

点这个压

力位，须看这个量能能不能重新

回到

3000

亿左右，关注量能的持

续性，如果量能回不到

3000

亿仍

需要震荡整理筑底蓄势， 大盘要

出现走好行情仍需要等到国庆节

后。从现在的盘面看，中秋刚过而

国庆又将至， 很多人会将资金转

到实体中去， 经营生意或留钱出

去旅游消费， 预期国庆节前震荡

筑底， 现在的策略仍是在国庆前

暂时操作以短线波段为主注意资

金管理和仓位控制， 等到国庆后

再考虑加仓。（张晶 整理）

更多详情请登录中证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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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之鹤：

市场短线将以整理为主

两市周二一度出现深跌，午后

略有回升。 从资金面上看，从节前

到现在一直呈现大幅流出的格局，

市场在规避长假和

IPO

的冲击，落

袋为安似乎是主流资金的主要动

作， 虽然趋势上没有明显的表现，

但资金流向对此前瞻。技术面上来

看，两市呈现吊颈线，整体趋势还

是延续节前调整姿态，虽然有反弹

但明显有心无力，板块短期未现正

常的轮动，市场短线还将以整理为

主，重心可能会继续下移到

20

日线

附近，操作上暂时保持轻仓状态。

短线周三股指继续调整的概

率较大， 股民应关注

20

日线的支

撑的力度。周三阻力位

2170

点，支

撑位

2250

点。 关注焦点一是外围

市场以及消息面变化， 二是成交

量能否放大， 三是

20

日线支撑力

度以及

10

日线的阻力轻重。

红马猎庄：

震荡中把握题材炒作机会

市场行情目前仍然是题材概

念股的天下， 自贸区概念股因挂

牌在即而继续大涨， 民营银行也

掀起炒作的高潮， 苏宁云商等多

只股票涨停。其它油品升级、淘宝

彩票、 东方影都等概念均有出色

的表现。

本周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

周， 也恰逢季度末的关键时点，短

期资金面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

并且国庆长假期间为防止黑天鹅

事件， 也会有较多资金选择避险，

同时会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在长假

期间进行理财类的活动，因此节前

可能不会有大行情出现。此因素可

能会导致

A

股市场将以震荡整理

为主，后市投资方面则应在震荡中

把握题材类的炒作机会。

拾金客：

调整是为国庆布局做准备

周二大盘收出一颗探底回升

的小阴线，沪指跌破

10

日线收在

5

日线附近， 目前

K

线重心有下移

之势， 周三重点留意

5

日线的支

撑， 指数只有站稳

2200

点后才能

向上运行，如果站稳

2200

点后下

半周仍有向上的趋势。

大盘探底回升，虽然护盘力

量不足盘面调整迹象明显，但目

前大环境向好的情况下股市不

具备深调的理由， 调整和媒体

报道国庆前后或发“

IPO

征求意

见稿” 有关，

IPO

重启对大盘会

有杀伤力，但是每次传闻

IPO

重

启又被否定， 大盘在

2200

点怎

么会重启

IPO?

这次也许又是主

力的圈套，另外对于权重股集体

杀跌引发的调整，权重股调整后

大部分板块本身就有机会，同时

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已经

不远，本次会议搞活经济还是重

点，所以大盘中线向上的趋势不

变，如果调整是主力为国庆布局

做准备。所以投资者不要盲目跟

风杀跌。等待大盘企稳后在布局

国庆行情。

玉名：

洗盘不改节前红包行情本质

对于大盘而言，虽然大盘目

前出现了调整，但是我们看到依

然有多个因素具有支撑作用。 其

一，从技术层面上看，周一的缺口

已经回补，调整的压力释放了很

多，而且

2200

点的支撑明显，

5

日

线和

10

日线交汇构筑了平台；其

二，从热点来看，我们看到节日红

包板块中的旅游、商业连锁今天

再度活跃，尤其是商业连锁板块，

真正发挥了金九银十的作用，小

商品城、王府井等频频刷新高点，

同时类似海宁皮城、苏宁云商等

板块热点已经将板块彻底带动了

起来，因此节前行情还是有序展

开；其三，消息面没有明显利空，

市场还是在政策预期呵护之下。

策略方面，玉名认为股民还是以

持股为主，市场近期的调整更多

的还是洗盘，从主力操盘的思路

上看，洗盘、拉升、再洗盘、再拉升

的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

变，护盘力量依然存在，在洗盘之

后，市场反弹趋势没有改变。

新浪中证联合多空调查表

9月24日申万一级行业指数表现

上海自贸区解除游戏机销售禁令

自贸区放行游戏机 热点锁定“游戏链”

□本报记者 魏静

随着上海自贸区挂牌时间的

临近，本周自贸热卷土重来：龙头

股外高桥及陆家嘴连续收出两个

涨停板， 且涨势有向纵深方向扩

散的迹象。此前，市场人士就已获

悉， 允许国外企业在华销售游戏

机将是上海自贸区蓝图的一部

分；本月

23

日晚间，百视通发布的

与微软在上海自贸区组建合资公

司的公告， 更是令自贸区相关游

戏机概念的炒作热潮一触即发，

百视通昨日就强势涨停。

分析人士表示， 百视通与微

软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合资公司的

举措表明， 实行了十三年的游戏

机禁令将在上海自贸区正式终

结；在此背景下，预计与游戏机生

产相关的软硬件公司， 如水晶光

电（

002273

）、雷柏科技（

002577

）、

高德红外 （

002414

） 及联创光电

（

600363

）将获得资金的青睐。

自贸区解禁游戏机销售

早在

13

年前，为了防止青少年

沉迷游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

化部等

7

部门《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

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这就意味

着自

2000

年

6

月起， 中国就展开了

针对国内游戏机市场的治理工作。

在长达

13

年的游戏机禁令生

涯中，索尼、微软等厂商都曾呼吁

过放开中国游戏机市场； 但由于

牵扯面过大， 游戏机禁令的解除

工作一直未能取得实质进展。

而百视通的公告则令市场重

新看到游戏机销售有条件放行的

希望。 业内普遍预期，随着百视通

与微软合资模式的公布， 索尼、任

天堂等其他游戏机厂商也很可能

会很快跟进。 毕竟，在中国这个巨

大的市场上，如果仅仅依靠水货渠

道销售游戏机产品，并不能对这些

厂商的业绩产生明显的刺激。

分析人士表示， 如果价格合

适， 功能更为强大的游戏机产品

将会对市场上的盒子产品造成重

创， 并可能对智能电视产品也产

生重要影响。 而一旦销售禁令被

解除后， 海外的游戏机厂商除了

可在中国当地设立专卖店外，还

可通过代理商向中国市场出口游

戏机。但是，游戏软件必须事先获

得中国政府的认可。

游戏机力推体感控制

事实上，早在

2001

年，微软的

游戏机产品

XBOX

就开始销售其

第一代家用游戏主机，其性能相当

于索尼的

PS2

。 在游戏市场中，

Xbox

和新力

Sony

公司的

PlayStation

2

以及任天堂公司所发行的

Game

Cube

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实际上， 当前

Xbox

的突出主

要在于其几乎为一种

3D

体感摄像

机，利用即时动态捕捉、麦克风输

入、摄像识别、语音识别、社群互动

等一系列功能让玩家真正体验到

“体感”的精髓。即通过自身的运动

来操控游戏，而且能实现互联网上

的互动，再加上优秀的体感游戏作

品，该品牌游戏机受到玩家追捧。

分析人士表示， 上海自贸区

开放游戏机市场， 给正陷入困境

的游戏机厂商提供了重新开拓市

场的良机。目前中国“

80

后”和“

90

后”等年轻人群总计达到了约

4

亿

人， 预计这些人群将可能成为购

买游戏机的“生力军”。 按照目前

1000-2000

元左右的游戏机价格

测算， 游戏机市场未来极有可能

达到百亿规模。

自贸热或紧盯“游戏链”

当前上海自贸区炒作热情不

减， 此次百视通与微软在上海自

贸区设立合资公司的举措， 或令

自贸热的下一狙击点变为游戏机

相关产业链， 预计与游戏机生产

相关的软硬件公司， 如水晶光电

（

002273

）、雷柏科技（

002577

）、高

德红外 （

002414

） 及联创光电

（

600363

）将获得资金的青睐。

水晶光电（

002273

）：公司主

要从事光学光电子元器件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主导产品光学低

通滤波器和红外截止滤光片是图

像传感器的核心部件， 其产品产

销量居全球前列水平。 目前公司

的体感产品已经处于送样中；同

时公司是知名游戏企业索尼及多

家国际知名企业的主要供应商。

目前， 部分体感龙头企业正在与

公司合作， 希望借助传感配件完

善公司的体感技术。

雷柏科技（

002577

）：公司生

产经营鼠标、键盘、电脑游戏的周

边产品， 并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

供技术先进、 品质优异的无线外

设产品双振动、无线游戏手柄

V30

及双振动无线游戏手柄

V10

可模

拟真实的游戏场景， 在敲打、跌

倒、碰撞等虚拟动作中，通过灵敏

的双振动马达达到近乎真实的现

场感。 后期公司还会推出全新的

游戏外设产品。 公司募集资金

5020

万元投资 “无线游戏手柄产

业化建设项目”， 建设产能

120

万

个

/

年，完全达产后，预计将新增

营业收入

9600

万元。

高德红外（

002414

）：目前，国

内体感控制开发公司基本能够采

用

Leap

公司同样的技术模拟开发

出具有类似功能的产品，但是在用

户体验和精度上稍显逊色。 据介

绍，

Leap Motion

所需要的

4

个主要

零部件为： 近红外响应的

CMOS/

CCD

摄像头、红外

LED

、红外带通

滤光片和高速

USB

通讯芯片。公司

专业制造红外热成像仪，并积极开

展红外光学、成像电路、图像处理、

人工智能、机械结构及系统工程等

方面的设计与研究，已成功开发出

数十款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红外

热像系统及高科技光电系统。

联创光电（

600363

）：据悉，体

感交互设备是通过红外

LED

和摄

像头来完成对

3D

动作的追踪，业

内人士认为电子行业将因此迎来

变革，高端传感器和红外

LED

器件

的受关注度大增将成为必然。 目

前我国传感器的技术水平并不高

,

但红外

LED

产品较具竞争力；其中

联创光电在红外

LED

外延材料、芯

片器件领域的研发能力居国内领

先水平。 该公司去年

12

月刚刚完

成再融资，募资投向就有红外

LED

器件产业化项目， 其用于夜视系

统中的主动红外摄像技术与体感

交互设备的红外成像原理一致。

代码 名称 现价 涨跌 涨跌幅

５

日涨跌幅

８０１２００．ＳＩ

商业贸易（申万）

３３５３．９３ ８９．９６ ２．７６％ ９．４４％

８０１２１０．ＳＩ

餐饮旅游（申万）

３１９７．５３ ７５．１１ ２．４１％ ９．０５％

８０１１２０．ＳＩ

食品饮料（申万）

４９６５．０４ ５２．９１ １．０８％ －０．１６％

８０１０８０．ＳＩ

电子（申万）

１７１２．７７ １６．４２ ０．９７％ ２．５７％

８０１２３０．ＳＩ

综合（申万）

１７１１．２６ １４．１１ ０．８３％ １．５８％

８０１１７０．ＳＩ

交通运输（申万）

１７００．９９ １２．８９ ０．７６％ －０．７７％

８０１２２０．ＳＩ

信息服务（申万）

２６１０．５７ １２．３７ ０．４８％ ８．１７％

８０１１００．ＳＩ

信息设备（申万）

１４４７．４８ ５．５ ０．３８％ ４．９７％

８０１１５０．ＳＩ

医药生物（申万）

４９４８．８９ １６．４５ ０．３３％ ３．８１％

８０１１４０．ＳＩ

轻工制造（申万）

１６０１．８６ ４．５４ ０．２８％ １．７６％

８０１０９０．ＳＩ

交运设备（申万）

２８２１．０１ １．６６ ０．０６％ ０．８０％

８０１１１０．ＳＩ

家用电器（申万）

２４９６．５２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５４％

８０１０３０．ＳＩ

化工（申万）

１８４３．９５ －２．１ －０．１１％ －０．５５％

８０１０７０．ＳＩ

机械设备（申万）

３２５０．２７ －８．６２ －０．２６％ １．５３％

８０１１３０．ＳＩ

纺织服装（申万）

１５９９．０３ －４．８８ －０．３０％ －０．９０％

８０１０１０．ＳＩ

农林牧渔（申万）

１７４４．５８ －５．４４ －０．３１％ －０．８９％

８０１１８０．ＳＩ

房地产（申万）

２７５９．９３ －１０．２９ －０．３７％ －２．４１％

８０１０６０．ＳＩ

建筑建材（申万）

２２４７．４３ －１１．６７ －０．５２％ －１．１３％

８０１１６０．ＳＩ

公用事业（申万）

１８２５．３４ －９．９８ －０．５４％ －０．０３％

８０１０２０．ＳＩ

采掘（申万）

３１８４．０６ －４１．１６ －１．２８％ －２．５８％

８０１０４０．ＳＩ

黑色金属（申万）

１５７５．６９ －２２．３７ －１．４０％ －３．３０％

８０１０５０．ＳＩ

有色金属（申万）

２６９９．８５ －４０．３４ －１．４７％ －３．０２％

８０１１９０．ＳＩ

金融服务（申万）

２２１２．４ －６３．８ －２．８０％ －４．７２％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

经济回暖 改革支撑 十月行情可期

□本报记者 张昊

进入

9

月以来，创业板依然延

续了前期不断创出新高的走势，而

主板也不乏亮眼行情； 与此同时，

QE3

的退出时间也有所推迟，这都

有助于市场信心的提振。在这样的

背景下如何把握四季度行情，本期

《中证面对面》请到了招商证券资

产管理部高级投资经理杜长江，以

及深圳国诚投资投资总监黄道林。

两位嘉宾均表示，近期经济的回暖

为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支撑，而即将

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振了

市场的信心，总体来说，出现“十月

行情”是大概率事件。

经济回暖助推蓝筹行情

中国证券报： 近期主板市场

为投资者带来一些惊喜， 一些机

构普遍唱高低估值的蓝筹股品

种。 近期蓝筹股上涨的逻辑是什

么？ 未来是否会走出一波像样的

行情？

杜长江： 我们觉得蓝筹股上

涨的逻辑有两条。 第一个逻辑是

经济回升，近两个月的

PMI

指数都

是回升的态势， 周一公布的汇丰

PMI

创下六个月的新高，这反映出

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 对于蓝筹

股构成一定的支撑。 第二个逻辑

是改革红利，

9

月初银行板块出现

大涨， 其中一个传闻就是银行有

可能出现优先股试点， 整个银行

板块涨了

7%

。 从政策的角度，无

论是经济层面，还是资本市场，都

存在着改革的新举措陆续推出的

预期。 这两方面对蓝筹股产生了

较大的推动力。

黄道林： 我们可以把近期蓝

筹股的回升定义为反弹。 蓝筹股

已经跌了很长时间， 上证平均市

盈率只有

11

倍， 这么低的市盈率

对投资者是有吸引力的。 这一波

行情里的龙头品种是上海本地

股， 而上海本地股有很多都是权

重股， 上海自贸区政策性主题投

资机会带动上海本地股的上涨。

所以这一波主板的行情带有一定

的主题投资性质， 不仅仅是完全

由主板蓝筹股掀起的行情， 而是

由上海自贸区概念个股带来的赚

钱效应带动了一批股票的上涨。

中国证券报： 近期市场风格

转换的说法也不绝于耳， 有几个

交易日出现了创业板、中小板、主

板普涨的局面， 如何把握创业板

未来的投资机会？

杜长江： 我们认为创业板未

来会进入分化的阶段， 未来一段

时间， 这种分化会非常剧烈。

“十一”之前我们认为创业板有可

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 因为资

金面整体上还是偏紧， 现在银行

的拆借利率又出现了明显的上

升。因为今年行情有一个特点，就

是券商融资融券量比较大， 截至

上周六已经达到了

2600

多亿，这

部分资金考虑到跨节时间比较

长， 如果买入股票资金成本是比

较大的。因此，不排除在“十一”之

前， 这一部分融资资金会有短期

卖出的动作， 可能对部分股票会

产生压力。

黄道林： 我认为判断创业板

是否见顶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

标是创业板的换手率达到

10%

，我

们可以借鉴历史顶点来判断创业

板的顶点， 它的换手率如果达到

10%

的话就是一个见顶信号；另外

一个信号是

PE

（市盈率）是否到达

顶点，按照历史经验，创业板的

PE

超过

60

倍以后会出现顶点。从目前

来看， 创业板的平均

PE

大概是

50

倍左右，那么创业板指数也不可能

见顶。 我们还期待另外一点，创业

板指数在上涨过程中，如果随着业

绩的释放

PE

能够逐步降低， 这是

我们乐见的。如果三季报创业板整

体

PE

出现回落的话， 我认为创业

板指数还有不断创新高的可能。

十月行情可期

中国证券报： 十八届三中全

会即将在

11

月召开， 投资者对这

次会议抱以很大的期望， 请问

11

月之后会不会有一波简短的行情

出现？ 几率有多大？

杜长江： 我们认为如果有行

情出现，应该会在三中全会之前，

因此

10

月份有行情的概率较大。

过去几个月市场炒作的主题主要

是经济转型，小盘股走势比较好。

但是三中全会之前，我们觉得改革

红利也是很重要的主线，一些权重

股会比较受益。 另外，李克强总理

上任之后陆续推出了一些举措，通

过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们觉得

现在的举措相当于日本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和美国的

80

年代，都是采

取“供给学派”的改革措施，这对经

济中长期发展的后劲是非常有利

的。 从国外经济经验来看，如果采

用了这些经济措施，都会有将近十

年左右的经济增长前景。所以我觉

得十月出现行情的可能性比较大。

黄道林： 我认为十八届三中

全会带来的更有可能是结构性行

情， 尤其是三中全会的改革信号

带来的结构性行情， 比如最近有

所表现的土改、金改、自贸区等政

策预期带来的结构性行情。 另一

方面， 我认为将来有一些股票还

会延续低迷的走势，比如白酒，三

中全会以后我觉得白酒板块还是

熊市。 换句话说， 出现系统性行

情， 从目前中国经济现状来看还

是有一定难度的。

中国证券报：

QE3

退出的推

迟是否对市场构成利好？ 怎么看

待

QE3

退出对市场的影响？

杜长江：

QE

退出的前提是美

国经济出现实质性复苏， 在这种

情况下，整体冲击也相对较小，我

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市

场认识上的提高。

QE

削减规模有

可能是在

12

月中旬， 在美国政府

开支出现一定问题的情况下，我

们觉得近期

QE

减少规模的可能

性是比较小的。 未来一两个月有

可能在投资者视野中淡化。

黄道林：

QE

的话题在资本市

场已经讨论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

期间道指出现了明显的牛市。 这

种情况下，美国的

QE

退出与不退

出，我觉得对

A

股没有特别大的影

响。 因为中国既定的方针是去杠

杆， 就是不会再发行货币来刺激

经济的增长，如果美国真的把

QE

当作一个调控市场的工具， 我觉

得对贵金属大宗商品的影响会比

较明显， 因为我们看到大宗商品

期货上的反映更敏感，而

A

股相对

来讲没有那么敏感。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