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因素支撑 土豆价格年内近翻倍

□本报记者 龙跃

2012年山东、 河北等地土豆严重滞

销，价格也一落千丈。 据统计，2012年7月

-10月，土豆的全国平均价格一直徘徊在

1.50元/公斤。 但是，2013年土豆变身“金

疙瘩” ，价格也翻了一番。 在新土豆上市

前，价格还曾飙升到2.9元/公斤。 相对于

2012年同期价格，环比上涨了一倍。 市场

此前普遍预计，新土豆上市之后价格将会

回落；不过接近年底，土豆价格却一直维

持在高位。 分析人士认为，土豆价格后续

将呈现稳中略涨的态势。

各地土豆价格纷纷上涨

去年恰逢土豆大丰收，大批量土豆上

市导致土豆价格持续走低，最低时每斤只

有六七毛； 而今年全国不少地区受灾，湖

南、湖北等地土豆几乎绝产，部分地区土

豆零售价格冲高至每斤1.5元， 是去年价

格的2倍多。

业内人士指出，去年土豆的颓势大大

挫伤了农民种土豆的积极性，仅呼兰区成

伟马铃薯合作社一家，百户社员就有近半

改种了其他蔬菜。今年早土豆的外运批发

价在每斤0.9元左右， 由于今年土豆产量

小、市场需求大，近日来多地抢土豆的大

货车常常驻守在村头和田地间，批发价已

从0.9元涨至1元，而且还在涨。

总体来看， 受今春马铃薯主产区西

北、西南干旱及东北内涝和去年马铃薯晚

疫病大面积发生的影响，今年全国马铃薯

市场销售价格明显上涨。 近期，随着西北

晚熟马铃薯大量上市，马铃薯市场销售价

格涨幅缩小，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上涨

15%至20%。由于受今年全国蔬菜价格持

续高位运行拉动和马铃薯上市数量减少

等因素影响，预计马铃薯后期产地收购价

格将高于去年，11月下旬200克以上马铃

薯产地收购价格达到每公斤1.8元至2元。

三原因支撑土豆价格上涨

马铃薯价格自春夏开始就出现居高

不下的情形，业内人士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自然灾害导致部分地区减产。供

求关系左右市场行情是不变的真理。 据了

解，2010年马铃薯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2.3

元； 受高价格刺激，2011年农民扩大生产，

种植面积从上年的7815万亩增至8130万

亩，10月马铃薯集中上市时，个别地区出现

滞销，平均批发价跌至每公斤1.5元以下。

2011年低迷的行情又使菜农2012年

早春马铃薯种植面积减少。 进入4月份，

山东、安徽、河北等春茬土豆主产区遭遇

连续阴雨天气，单位产量降低，品质下降，

至4月底上市时，批发价格维持在每公斤

0.6-0.8元。 春茬马铃薯开市不利，使秋茬

马铃薯种植面积减少，在山东、河北等地，

不少种植户在收获春茬马铃薯后改种植

玉米；而甘肃、内蒙古等秋茬马铃薯主产

区又大面积爆发晚疫病，导致减产。

屋漏偏逢连阴雨。 去冬今春，内蒙古、

甘肃、河北、东北等地持续遭遇冷空气，温

度急剧下降，甚至出现强降雪天气，露天储

存马铃薯的菜农为防止冻坏腐烂， 陆续抛

售。由于存货量小，交易活跃，今年3月前后

冬储马铃薯提前出库交易并销售告罄，导

致断茬时间延长，促使今年春茬马铃薯在4

月下旬上市后就一直保持较高价位。

由于近年来全国马铃薯主产区种植

面积增加，市场相对过剩，加上马铃薯淀

粉价格持续走低，对马铃薯的外销也产生

了一定冲击，这造成今年内蒙古等主产区

的种植面积有所下降。 同时，今年夏季东

北主产区持续降雨，多地遭遇水灾，直接

影响了马铃薯的生长，助推秋茬马铃薯价

格上行。

其次，生产和流通环节成本上升。 据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对露地马铃薯生产成

本的调查数据显示，2009-2012年，每亩

服务费用从351元增至597元， 年均上涨

19.37%； 每亩人工成本从303元增至517

元，年均上涨19.49%；每亩总成本由847

元增至1299元，年均上涨15.32%；每公斤

成本从0.53元上涨至0.83元， 年均上涨

16.13%。

有业内人士对马铃薯的供应链调研

发现，农民出售价格占零售价格的60%左

右，而流通环节的费用占零售价格的40%

左右。显然，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运输成本、

人工成本和店面租金等费用的上涨也使

马铃薯价格走高。

最后， 消费需求增加成为拉动因素。

2010年，马铃薯加工业消耗马铃薯692万

吨，比2005年增长28.4%。 据《马铃薯加

工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到2015年马

铃薯加工业总产值将达到350亿元，年加

工转化马铃薯将增加至1400万吨， 年均

增长率为15.1%。 日益成熟的马铃薯加工

业和热衷休闲食品的年轻消费群体的扩

大，无疑造成市场需求的大幅增加。另外，

在零售市场， 随着蔬菜整体价格的上涨，

马铃薯还是属于价格相对较便宜的蔬菜，

因此也吸引了一部分消费。

后市土豆价格或稳中略涨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在马铃薯产量减

少的情况下， 目前市场对后期价格上涨

的信心较充足，挺价心态严重。 因此，从

供求关系、季节性因素、成本增加等因素

来看， 后期马铃薯价格仍有小幅上涨空

间。而产量下降、总体供给偏紧，是马铃薯

价格维持高位的基础。 进入冬季，马铃薯

是寒冷地区居民重要的蔬菜消费品种，需

求的季节性增长对其价格也具有一定的

拉动作用。

此外，11月份以后，市场上销售的马

铃薯都是库存马铃薯，入库、出库及库存

损失等费用都将推高其价格。 因此，根据

目前市场情况，预计11月底到12月中旬，

马铃薯价格将会攀升到最高点，之后或将

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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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比例

上涨

37.5%

震荡

19.3%

下跌

43.2%

选项 比例

７５％

左右

13.2%

５０％

左右

10.2%

２５％

左右

9.5%

空仓（

０％

）

20.7%

满仓（

１００％

）

46.5%

目前仓位状况

（加权平均仓位：

63.8%

）

常用技术分析指标数值表（2013 年 12 月 24 日）

数据提供：长城证券杭州分公司

■博客论道

■ 评级简报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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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技术指标

新浪多空调查

资金面易紧难松 明年难有整体机会

□本报记者 朱茵

临近春节这一时点， 资金面依然呈现

偏紧的格局， 央行的救火仅小幅舒缓了这

一局面。昨日，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策略

分析师高义和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基金经

理王健表示， 明年资金利率仍将延续上行

格局，资金面中期依然偏紧，因而市场整体

较难出现大的机会。

资金面易紧难松

中国证券报： 银行间市场利率的上升

是否会成为常态？ 资金面的转折点预计会

发生在什么时候？

高义：自10月份以来，利率不断上升，

这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是常态， 资金

价格将维持在较高的平台位置。一是QE退

出非常确定； 二是短期财政存款上缴对流

动性偏负面； 三是中央银行对流动性的定

调，政策面不会出现明显的松动；四是在利

率市场化背景下， 商业银行在主动对它的

资产负债进行调整， 对利率也会有一个向

上的推动力。因此，我们觉得高位平台走势

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 至于资金松动的转

折点，我们觉得是春节前后，这其中也有季

节性的因素。

王健：利率高企的现象确实很明显，从

今年年中开始包括各种理财产品、 短期资

金利率都在上行，目前看有年末的因素，但

利率市场化是更主要的因素。 央行当下重

启逆回购的举动应该是一个短期性的缓解

的作用， 很难说从总量上有一个大的流动

性放松，未来的整体基调一定是偏紧的。

中国证券报： 新股

IPO

开闸对明年二

级市场的影响有多少？

高义：从短期角度来看，直接融资的规

模并不算特别大， 但对市场的心理冲击比

实际冲击要大得多。 国内历来就有炒新的

风格，现在新的发行办法，对一级市场报高

价有一定约束， 参与机构报价太高要被剔

除掉。预计新股定价不会特别高，这将为二

级市场的炒作提供一定空间。

王健：我们预计2014年可能有七百多

家新股上市， 总体的融资规模可能会接近

4200亿的规模。 这里还没有计算明年市场

的再融资量， 而供给增加肯定会影响流动

性，我觉得我们市场确实有炒新股的偏好，

因而对新股关注点肯定会吸引一部分资

金。新股的供应实际上提供了市场的机会，

我们也会去选择一部分质地还不错的公司

参与，但这只是明年机会中的一部分。

明年市场向下空间有限

中国证券报： 最近周期股下挫幅度比

较大， 创业板有很多前期的热点也陆续回

调，您对明年市场整体走势怎么判断？

高义： 我们维持谨慎乐观的看法。 首

先，从经济基本面来看的话，克强总理提出

已经7%到7.5%下限区间管理， 经济往

7.5%跌的话，政府就会出手，这对市场形

成稳定预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

从明年的经济增速来看， 由外需带动非常

明确， 美国复苏对于整个出口的带动非常

明确，有可能提供一个经济增长动力，并带

动制造业的复苏。此外，三中全会改革政策

能够顺利推行的话， 会带动民间的投资增

加。 这是明年经济增长的两个可能出现的

动力。至于说经济下行的风险，可能主要集

中在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可能出现小幅投

资增速； 但是最大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外需

复苏。

流动性易紧难松， 但影响股市的一个

重要因素是风险偏好。 三中全会政策超预

期，落实力度也超预期，再加上今年有大的

赚钱效益，我们推测，明年市场偏好应该还

是比较强的。总体来看，我们维持对市场谨

慎乐观的看法。从结构上来说，我们更多偏

向跟改革转型相关的行业。个人觉得，向下

空间有限， 向上空间则具体看改革力度和

经济复苏程度， 我感觉可能比今年向上的

空间更大一些。

王健： 今年代表新兴经济转型方向的

行业表现比较强。就明年的市场表现而言，

目前还是相对谨慎。毕竟从指数来说，上证

指数， 尤其金融地产基本上跌跌不休，悲

观预期虽然大部分已经被反应，但难以很

乐观的理由也在于，新兴经济代表在今年

表现得比较淋漓尽致。 明年我们依然相对

谨慎，但是不是特别悲观，“新” 不一定就

代表能成功， 实际上需要有逐步验证过

程：如果股价已经包含过高的预期，在未

来不能兑现业绩的时候，那么股价肯定会

调整下来。

大族激光（002008）

激光龙头迎二次腾飞

招商证券发表最新研报指出， 公司经

历战略调整和业务聚焦， 已形成具有竞争

力的三大业务群和新品储备， 并成为苹果

的主力供应商。 2014年公司将迎来业绩拐

点， 预计2013年、2014年EPS分别为 0.57

及0.65元，上调目标价至18元，给予其“强

烈推荐”的评级。

中小功率打标、 焊接和切割是公司的

主力业务， 招商证券认为高端制造业向自

动化、精密化升级是长线动能；同时，光纤

激光也带来了激光行业第三轮升级浪潮，

公司拥有绝佳卡位。 而明年苹果进入新品

创新的向上周期， 零部件创新将带来激光

增量需求， 如蓝宝石激光切割潜在空间可

观， 从苹果预估资本开支大幅增长57%就

可见其信心。公司在高端紫外、绿光以及超

快皮秒激光器已有深厚积累，值得关注。

目前，中国钣金行业装备升级的迫切需

求和当前极低的激光设备保有量是外部大

环境，而公司把握住高功率光纤替代CO2激

光器的趋势，产品获得客户认可，并凭借成

本和服务优势对国外设备进行替代是最主

要成长动能。 公司大功率切割已经突破和放

量，2013年逆周期成长80%以上， 而潜力更

大的大功率焊接亦逐渐进入收获期； 此外，

激光表面融覆亦望成为新的发力点，招商证

券判断钣金业务的替代进程将提速。

东材科技（601208）

2014年业绩增长可期

平安证券发表最新研报指出， 公司未

来的增长与新项目投产进度和行业景气程

度密切相关， 考虑到光伏用聚酯薄膜订单

量远超市场预期，PET背膜行业或迎来提

价周期， 维持公司2013年EPS的0.16元盈

利预测， 将公司2014年、2015年EPS由此

前的0.28元、0.36元上调到0.33元、0.4元，

维持其“推荐”的评级。

2013年前三季度， 聚丙烯薄膜订单饱

满，产能偏紧，毛利率高于25%。 3500吨/年

聚丙烯薄膜募集资金项目2013年10月投料

试车，目前运行稳定，下游客户反映不错，预

计2014年一季度实现批量供货， 公司计划

2014年7-8月再投料试车2000吨/年新产

能。 公司未来将加大聚丙烯薄膜在电子电容

器领域应用以消化新增产能，聚丙烯薄膜募

集和超募项目合计5500�吨/年产能释放后

将带来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确定性增长。 平

安证券预计2万吨/年绝缘油漆项目和2万吨

/聚酯薄膜项目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投

产，南通基地聚酯薄膜项目定位高端光学基

膜，毛利率也将更高，南通基地将成为公司

2014-2016年重要的增长来源。

威孚高科（000581）

潜在超预期点较多

广发证券发表最新研报指出， 维持

2013年EPS1.05元的预测， 且仍有超预

期的可能， 预计2014-2015年EPS分别

为1.37元和1.70元， 公司符合国家节能

减排政策大方向， 潜在超预期点很多，

未来业绩有望高速增长， 维持其 “买

入” 的评级。

地方政府推进国4的速度远超市场预

期，原因是柴油车（主要是商用车）是汽车

行业PM2.5的主要贡献者， 雾霾倒逼排放

法规升级， 而地方政府推行国4无须承担

太大成本。

2013年7月以后，国4排放中重卡销量

快速增加，我们草根调研，主流中重卡厂商

11月国4中重卡销量约为0.55万台，占比约

10%， 不少整车企业12月份国4订单占比

继续大幅提高至30-50%以上。 此外，后处

理系统也供不应求， 子公司威孚力达已经

完全满产。市场关心的尿素问题，整车企业

通过服务站配额供给从操作层面解决了部

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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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5.85

↓2187.05

↓2181.12

↓2175.85

↑2149.68

↑2127.69

↑2191.01

↓2308.12

↓2349.43

↓2397.43

↓2391.40

↓2396.41

↑2374.93

↑2352.13

↑2439.82

↓8073.66

↓8209.47

↓8363.22

↓8365.46

↓8430.16

↑8371.61

↑8288.15

↑8679.68

乖 离 率

BIAS

（

6

）

BIAS

（

12

）

↑-1.08

↑-3.15

↑-1.20

↑-3.30

↑-0.85

↑-2.86

MACD线

DIF

（

12

，

26

）

DEA

（

9

）

↓-21.74

↓-5.63

↓-27.22

↓-9.57

↓-102.95

↓-50.32

相对强弱指标

RSI

（

6

）

RSI

（

12

）

↑15.71

↑27.28

↑16.94

↑28.43

↑26.20

↑32.89

慢速随机指标

%K

（

9

，

3

）

%D

（

3

）

↑11.74

↓14.10

↑11.48

↓12.44

↑13.66

↓14.05

技 术 指 标 上 证（综指） 沪深300 深 证（成指）

心 理 线

PSY

（

12

）

MA

（

6

）

↑25.00

↓19.44

↑33.33

↑26.38

↑41.66

↑34.72

动向指标（DMI）

+ DI

（

7

）

—

DI

（

7

）

ADX

ADXR

↑5.59

↓52.49

↓95.30

↑62.01

↑6.44

↓47.82

↓96.60

↑65.51

↑10.72

↓43.42

↓91.97

↑61.62

人气意愿指标

BR

（

26

）

AR

（

26

）

↓65.46

↓83.46

↓80.25

↓86.20

↓82.69

↓89.55

威廉指数

%W

（

10

）

%W

（

20

）

↓84.78

↓87.33

↓84.15

↓87.37

↓79.09

↓83.30

随机指标

%K

（

9

，

3

）

%D

（

3

）

%J

（

3

）

↑11.74

↓14.10

↑7.00

↑11.48

↓12.44

↑9.56

↑13.66

↓14.05

↑12.90

动量指标

MOM

（

12

）

MA

（

6

）

↑-144.20

↓-115.31

↑-164.03

↓-133.19

↑-499.25

↓-419.72

超买超卖指标

ROC

（

12

）

↑-6.44 ↑-6.68 ↑-5.85

“粮食安全”支撑农业股活跃

□本报记者 龙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4年经

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其中“切

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成为明年六大主

要任务之首。 随着战略地位的明显提升，

分析人士认为粮食安全主题将增强农业

板块的活跃空间和活跃时间。

招商证券分析师指出，今年经济工作

会议第一次把粮食安全列为明年首要任

务，政策出台非常有必要性。 2013年虽然

是农产品价格低迷的一年，但也是最“不

安全”的一年。因为2013年是国内外粮食

价差最大的一年， 口粮的进口量开始提

升。 国外因为整体经济形势较国内差，加

之全球性粮食丰产，以及去年底开始的美

国页岩气革命导致对燃料乙醇需求的减

少，可能很长时间内导致国际农产品价格

都会处于较低位置。“不安全”的一年，体

现出来的就是粮食和食品进口量的提升，

虽然这对于稳定通胀有一定作用，但足以

引起政策的重视，因为一旦国际粮食产量

或经济有一个因素发生改变，全球粮价持

续低迷的下行曲线就可能出现拐点，中国

经济届时将会非常被动。

对于粮食安全主题的投资逻辑，信达

证券分析师表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有两

方面工作要做： 一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二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粮食短缺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改

变经营机制，土地规模经营有望成为主流

的经营模式，利好坐拥土地的上市公司和

种植业等公司；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农业

经营设施的现代化水平，提高农田产出水

平，利好种植业、农业机械行业、水利设施

等行业内企业。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则需

要改变目前化学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

等高污染物的发展路径，循环农业将是未

来发展的方向，这利好种植业、复合肥产

业和已经涉足循环农业的上市公司。

（边栏）博客论道

王海专：2068点或成大周期低点

钱荒成为做空势力的最好借口，上证指数近期出现连跌九日的罕见走势，由此可见年末流动性趋紧下的弱势程度。 虽然没有今年6月份那么厉害，但偏紧的局面还是超出了市场的普遍预期。 幸好央行连续出手释放流动性让连续高温的银行间拆借利率退烧，周二开始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大幅走宽，质押式回购利率普降，股市也因此而止跌企稳。 流动性的问题最大程度上影响了股指运行的轨迹，但这种不利影响已经在近期股指调整中有所体现，或者说预期已经兑现就不再是利空了。 2014年新年临近，这意味的新的信贷即将增加，流动性改善自然会在股市上有所表现。

目前最坏的时刻或许已经过去，股指再次回落到2100点下方将成为多头再次反击的区间。 周二出现的最低点2068点极可能会成为最近甚至更大周期的重要低点，技术上为1849点以来的第二浪调整的终点，后市只要再次突破2260点一带前期顶部位置就会得到第三浪主升浪的确认。

拉卡皮：银行成企稳关键

在市场倒逼之下，逆回购“千呼万唤始出来” ，虽然释放的规模不大，时间也较短，但此举还是大大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

对于当前的股市而言，信心很重要，如何能够再次提振投资者信心应当成为当前管理层重点思考的问题。 IPO即将开闸，在一个弱势的市场中 IPO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较大，不仅对 IPO公司估值会产生影响，同时面对资金分流压力，股市也难以有效企稳，如此恶性循环下可谓得不偿失。

目前市场弱势明显，而阻碍股指反弹的力量依然在银行等权重股。 “解铃还须系铃人” ，市场企稳一方面有待“央妈”驰援，另一方面，针对近期银行流动性危机，银行股何时能止跌对市场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暂时来看，市场方向还不是很明朗，操作上仍保持轻仓观望。

老倪先生：颈线位附近弱反弹

阶段性的形势基本明朗，大盘形成了2270点和2260点双头形态，目前正在颈线位区间挣扎。 如果按照形态理论来猜测后期走势，应该是短线围绕着颈线位附近继续抵抗，或者展开弱势反弹，等待60天均线或者20天均线压下来之后，再向下破位，努力实现双头形态的量度跌幅。 大盘大概就是从周一探底2068点后，开始了这个颈线位附近的弱反弹，超短线不必太悲观，这个弱反弹维持两三个星期以上都很正常。

对于后续走势，大概率是弱反弹完成后向下破位，考验2000点附近的支撑，跌幅不一定参照双头形态。 也可以这么测算最终目标位：1849-2270段是第一子浪，二浪调整往往跌掉61.8%，目前还在半分位的上方，调整多半还不到位。 综合考虑，弱反弹后继续下行，目标点位为2010点的黄金分割位，也就是考验2000点整数大关。

玉名：修复动力尚存

央行连续5次暂停逆回购之后终于在本周开启逆回购，拆借利率已经创了6月钱荒后的新高，市场开始躁动了，年底前资金面难有好转。 行情走弱最核心的就是资金面的压力，一旦过了这个时点，利率则明显下调。 对大资金来说，此时无需选择股票，而是会投向资金市场，因而导致资金外流股市。 目前基金在筹钱应对年底的结算和分红压力，同时也是留足仓位为明年行情做准备，毕竟除了少数的基金有争夺前三名的压力之外，其余大量的基金还是为明年考虑。 无论当年的行情多么糟糕，第二年年初，都会有一轮反弹，也就是大资金的“吃饭行情” ，而且年初确定的利润能够给大资金一年操作带来非常大的便利和腾挪空间。

银行股作为本轮大盘连续下跌的元凶，其板块指数在之前12个交易日内，收出11根阴线，颓势显而易见。 而本周2个交易日则连续出现了阳线修复，这至少说明银行股不再砸盘了。 在资金普遍紧张的背景下，大中型国有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压力较小，往往受冲击较大的是中小商业银行，因此大盘股稳定之后，给指数修复提供了条件。 （田鸿伟 整理）

更多详情请登陆中证财经博客http://blog.cs.com.cn/

玉名：

修复动力尚存

央行连续5次暂停逆回购

之后终于在本周开启逆回购，拆

借利率已经创6月钱荒后的新

高，市场开始躁动了，年底前资

金面难有好转。行情走弱最核心

的就是资金面的压力，一旦过了

这个时点，利率则明显下调。 对

大资金来说， 此时无需选择股

票，而是会投向资金市场，因而

导致资金外流股市。目前基金在

筹钱应对年底的结算和分红压

力，同时也是留足仓位为明年行

情做准备，毕竟除了少数的基金

有争夺前三名的压力之外，其余

大量的基金还是为明年考虑。无

论当年的行情多么糟糕，第二年

年初，都会有一轮反弹，也就是

大资金的“吃饭行情” ，而且年

初确定的利润能够给大资金一

年操作带来非常大的便利和腾

挪空间。

银行股作为本轮大盘连续下

跌的元凶， 其板块指数在之前12

个交易日内，收出11根阴线，颓势

显而易见。而本周2个交易日则连

续出现了阳线修复， 这至少说明

银行股不再砸盘了。 在资金普遍

紧张的背景下， 大中型国有商业

银行所面临的压力较小， 往往受

冲击较大的是中小商业银行，因

此大盘股稳定之后， 给指数修复

提供了条件。（田鸿伟 整理）

更多详情请登陆中证财经

博客http://blog.cs.com.cn/

王海专：

2068点或成大周期低点

钱荒成为做空势力的最好

借口， 上证指数近期出现连跌九

日的罕见走势， 由此可见年末流

动性趋紧下的弱势程度。 虽然没

有今年6月份那么厉害，但偏紧的

局面还是超出了市场的普遍预

期。 幸好央行连续出手释放流动

性让连续高温的银行间拆借利率

退烧， 周二开始银行间市场资金

面大幅走宽， 质押式回购利率普

降，股市也因此而止跌企稳。流动

性的问题最大程度上影响了股指

运行的轨迹， 但这种不利影响已

经在近期股指调整中有所体现，

或者说预期已经兑现就不再是利

空了。 2014年新年临近，这意味

的新的信贷即将增加， 流动性改

善自然会在股市上有所表现。

目前最坏的时刻或许已经

过去， 股指再次回落到2100点

下方将成为多头再次反击的区

间。 周二出现的最低点2068点

极可能会成为最近甚至更大周

期的重要低点， 技术上为1849

点以来的第二浪调整的终点，后

市只要再次突破2260点一带前

期顶部位置就会得到第三浪主

升浪的确认。

拉卡皮：

银行成企稳关键

在市场倒逼之下， 逆回购

“千呼万唤始出来” ， 虽然释

放的规模不大， 时间也较短，

但此举还是大大提振了投资

者的信心。

对于当前的股市而言，信

心很重要， 如何能够再次提振

投资者信心应当成为当前管理

层重点思考的问题。 IPO即将开

闸，在一个弱势的市场中IPO所

带来的负面效应较大， 不仅对

IPO公司估值会产生影响，同时

面对资金分流压力，股市也难以

有效企稳，如此恶性循环可谓得

不偿失。

目前市场弱势明显，而阻碍

股指反弹的力量依然在银行等

权重股。“解铃还须系铃人” ，市

场企稳一方面有待 “央妈” 驰

援，另一方面，针对近期银行流

动性危机，银行股何时能止跌对

市场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暂时来

看， 市场方向还不是很明朗，操

作上仍保持轻仓观望。

老倪先生：

颈线位附近弱反弹

阶段性的形势基本明朗，大

盘形成了2270点和2260点双头

形态，目前正在颈线位区间挣扎。

如果按照形态理论来猜测后期走

势， 应该是短线围绕着颈线位附

近继续抵抗，或者展开弱势反弹，

等待60天均线或者20天均线压

下来之后，再向下破位，努力实现

双头形态的量度跌幅。 大盘大概

就是从周一探底2068点后，开始

了这个颈线位附近的弱反弹，超

短线不必太悲观， 这个弱反弹维

持两三个星期以上都很正常。

对于后续走势，大概率是弱

反弹完成后向下破位， 考验

2000点附近的支撑， 跌幅不一

定参照双头形态。 也可以这么

测算最终目标位：1849-2270点

段是第一浪，二浪调整往往跌掉

61.8%， 目前还在半分位的上

方，调整多半还不到位。 综合考

虑，弱反弹后继续下行，目标点

位为2010点的黄金分割位，也

就是考验2000点整数大关。

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土豆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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