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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海泛舟

石丽芳看市

别对全面宽松

寄望过高

□石丽芳

近来， 稳增长举措的加码以及一

系列制度性利好的出台， 强化了短期

政策偏暖的预期；本周，李克强总理在

最新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更明确提出

要给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适

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这无疑又给货

币全面宽松吹了一股暖风。 不过，一

来，定向降准的利好提振十分有限；二

来， 市场遇定向降准的利好却反应平

平， 因而寄望货币全面宽松的投资者

难免会心生忐忑了。

目前鼓吹全面宽松的机构，无疑是

将此次定向降准与2011年底、2012年

初进行类比。 2012年4月，央行通知对

专项央票置换进展顺利的县域法人金

融机构给予1%的法定存准政策优惠，

一个月过后央行就再度降准。 于是，有

机构就此推断定向降准就是降准周期

的即将到来。 然而，时过境迁，2011年

底市场还处于一轮降准周期中，而目前

整体利率还位于历史高位，暂时还谈不

上降准周期的开启，因而并不能就此推

断全面降准即将到来。

除此之外，根据主流机构的粗略估

算，若对全部县域农村银行和合作银行

存款准备金率降低1个百分点，则释放

的资金大约为700亿元-900亿元。从规

模上看，可谓是“杯水车薪” 。再考虑到

当前社会的畸形融资结构，即便是此次

定向降准能释放出数百亿的资金，恐怕

在房地产及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需求极

度旺盛的背景下，这些资金也会辗转流

入这些领域，而真正需要资金的小微企

业却依然融不到钱。

也就是说， 此次定向降准的提振

作用十分有限， 最多也就算是托底政

策的一大砝码， 这与此前部分稳增长

举措加码如出一辙。 一方面，在这一时

点， 定向降准表明管理层对经济托底

的意愿较强， 这在一定程度上封锁了

短期市场的下行空间；另一方面，定向

降准反而大幅降低了全面降准的预

期， 某种程度上验伪了此前市场高度

预期的全面宽松， 因而也在一定程度

上对反弹构成压制。

既然定向降准不代表全面宽松的

开启，那么市场将再度回到经济增速下

行以及政策托底的磨底怪圈中。在经济

下行风险加大的背景下，目前政策已经

微调，并尝试拖住经济增速；但这样的

微刺激对股市的主要作用也就是托住

主板市场。 而本轮反弹本身就是 “托

底” 行情，在没有全面宽松这种类似的

大利好刺激下，反弹的高度大概率会十

分有限，这也是本周主板市场选择不断

退守的根本原因。

进入二季度，市场极有可能仍将出

现边走边“震” 的格局，弱势震荡的主

基调很难出现实质性的改变。 一季度

GDP增速虽略优于预期，但3月数据显

示出需求面依然存在下行压力，而供给

面依然弱于市场已企稳的预期。整体来

看，经济数据与目标偏差不大，这降低

了大规模刺激政策出台的可能，而定向

宽松的效果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

基本面预期的弱平衡在二季度可能被

较弱的数据打破，并倒逼较强有力的政

策出手，因而基本面预期最差的时候还

未到来，投资者不宜对市场寄望过高。

就操作层面而言， 今年可能依然是

短线思维主导的大年， 这一方面源于市

场迟迟看不到趋势性行情， 资金只能进

行短炒博收益， 另一方面也有经济增速

下行倒逼托底政策不断出台的因素，因

而投资者还是应该继续采取波段操作。

就投资机会来看， 一是关注稳增长举措

的加码，这将给水泥、建材等周期带来阶

段机会， 投资者可更多关注供给端持续

收缩的周期板块； 二是各类区域规划的

加速，也会给区域经济带来生机，相关区

域概念也存在一定的机会； 三是部分景

气度大幅好转、 下游需求持续旺盛的行

业，也值得关注，如LED产业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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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行情“傍蓝筹”

A股存400点反弹空间

期待四月蓝筹行情

4月行情“傍蓝筹” 曾经独领风

骚的创业板3月经历了大幅下跌，指数

从2月末的1434点下跌至1327点，且

跌破半年线这一关键支撑位。 即便如

此，仍看好4月A股行情，尤其是以地

产、基建为代表的蓝筹股。

目前A股虽然整体处于震荡格局，

但是前期受到冷落的以地产为代表的

蓝筹股正强势崛起， 聚集了不少市场

信心。 如果参考去年三季度的行情，同

样是在经济出现下滑之际， 政府出台

刺激政策，经济重回正轨，股市获利。

因此， 在政府刺激政策出台预期逐渐

增强、流动性相对充裕，以及市场信心

正积聚的情况下，仍可看好4月A股整

体行情。 （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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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log_7b9323b10101jr20.html)

热点仍是大盘蓝筹 从目前看，

市场强弱分化延续， 但指数反弹空间

相对有限，以震荡整理为主。 年报季报

中的业绩成长股， 基于基本面和估值

判断会受到投资机构的关注。 同时，上

海国资改革等地方国资改革主题，随

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多元化以及改革

红利的持续释放， 并购重组有望高潮

迭起。 此外，在沪港通政策激励下，那

些AH兼有而A股价格明显低于H股的

品种同样值得关注。 市场热点仍然是

大盘蓝筹。

(

Scott� �

http://blog.sina.com.

cn/s/blog_984191620101mfgt.html)

蓝筹板块迎关键点

蓝筹行情走到关键点 对于本轮

蓝筹股反弹行情， 多数投资者心存顾

虑。 由于股市吸引力持续弱化，A股市

场存量资金博弈格局已经持续相当长

一段时间。 如今，成长股泡沫破灭，资

金无奈再度移仓大盘蓝筹， 由此引发

的权重股上涨确实难以令人放心。

蓝筹股反弹若欲持续， 迫切需要

场外资金驰援。 对于场外资金入市，可

以设计出数条道路，但是，路径的打通

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 对于已经面

临方向选择的蓝筹股来说， 需要更加

快速的场外资金入市通道。 （计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c－

cf1910101qlwe.html

）

蓝筹板块迎脉冲行情 首先，托

底政策积极效应仍在， 且后续维稳预

期仍较为强烈。 当前资本市场处于改

革推进密集期，从优先股到沪港通，政

策出乎意料的发布总是引发市场中蓝

筹板块的脉冲行情。

其次，蓝筹股经过连续反弹后，估

值水平仍然较低， 且不少AH股的A股

价格相对于H股依然处于折价状态。在

这种情况下， 蓝筹股的安全边际仍然

较高，回调空间有限且仍有上升空间。

总体看来，对蓝筹板块的布局，或许

正在为下一波脉冲热潮做准备， 建议投

资者关注融资净买入额较高的个股，跟

随融资节奏进行波段操作。 （空明

http://blog.jrj.com.cn/7968304154,

13515381a.html）

多点布局蓝筹

“沪港通”利好蓝筹股 沪港通推

出，资本市场建设再度加速。沪港通推出

后的影响大致有如下四点：其一，A股估

值体系与国际成熟市场估值体系接轨，

对A股大盘蓝筹股有一定的估值修复作

用， 而对A股估值过高的小盘股则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其二，有助于港股里大型

优质科技股作为内地投资者的成长股投

资标的， 有利于改变现在A股部分小盘

和概念股票过度投机的局面，对A股里

这些股票要关注风险。 其三，利好券商

经纪业务，尤其是在港券商。另外，在沪

港通推出后， 市场普遍认为个股期权、

T+0等业务推出速度将加快， 同时对5

月创新大会的期待也进一步上升。 其

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沪港通的推出

进一步扩大了不同资本市场的开放和

互通，方便内地资金外出以及海外资金

进入。（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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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log_62d8eb8f0101eabz.html

）

关注优先股试点 针对二季度行情，

机构之间仍有分歧， 但看好后市的机构

明显更多，预期二季度上证综指将出现约

400点以上反弹空间， 沪深300将出现

25%以上反弹空间。

二季度最为值得关注的改革无疑是

优先股试点。 优先股试点脚步临近后续

有望继续给蓝筹股提供催化剂， 短期蓝

筹股稳定、小盘股调整或仍是主流风格。

市场对于优先股带来的机会已经

提前开始布局。 以地产、金融为代表的

蓝筹板块持续表现活跃。后续随着优先

股推出临近， 仍将会有一系列消息对

蓝筹股带来刺激， 比如第一批试点个

股可能有脉冲性机会， 可重点关注净

资产收益率处于中上水平的金融、电力

股。 （Laak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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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6995800D9DABAACED.html

）

看好低位政策性蓝筹

对于近期市场中蓝筹板块的低迷

走势， 上周蓝筹股受沪港通带动大幅

上涨之后，存在整固需求；近期BDI指

数的连续下行使得市场对经济的悲观

预期更为强烈。

但透过低迷的表象， 市场当前并

非是空头为主的行情， 多空双方均处

于相对谨慎的状态， 由此大盘股回调

的幅度不会很大。 随着周三经济数据

发布， 市场的短期压抑情况有望明显

缓解，蓝筹也有望再度迎来反弹契机。

在本轮政策引发、蓝筹带头的反

弹行情中，反弹的主要推动因素在于

政策面频繁而密集的预期管理，以及

蓝筹股低估值的基础。 尽管近期连

续回调，但市场普遍认为蓝筹板块的

行情演绎仍未结束。 操作上一些有

政策红利的优质蓝筹依然有可操作

性，建议投资者还是继续坚决回避或

逢高减持去年以来涨幅过高的题材

股，控制仓位重点关注低位的政策性

蓝筹。 （广州万隆

http://blog.cs.com.

cn/a/01010005A34000D9E081B6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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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港通推出为近期蓝筹股引领的反弹行情再添

一把火，蓝筹估值修复成为本轮反弹的基础。 不过，

宏观经济低迷， 流动性中性偏紧， 对蓝筹股仍是考

验。 本期《一周看点》收集相关博文，看看草根博主如

何看待当前的蓝筹行情，哪些蓝筹股最具投资价值。

被套向左 解套向右

□陈宝林

俗话说，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

鞋。 在风诡云谲的股市中投资，股票被

套纯属正常，即使高手也有被套之日、

踏空之时。 但被套后， 切不可心浮气

躁，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成熟的心智，

淡定的心情，积极面对已发生的错误，

同时，采取各种有效对策，尽快让自己

被套的股票解套，争取获得更大收益。

一、勤于“动” 。 股票被套后，切

忌死“扛” ，股票涨起来需要好几个

月，跌下去也就几天。不会滚动操作，

不会灵活操作，只能越套越深。 学会

做好“滚动”操作：一是高频交易。将

某一被深套的股票在某一点上果断

卖出，同时，设一上下浮动点，高了就

卖，低了就吸，反复操作。二是控制好

仓位。不要一下子满仓，留有余地，留

有纠错的空间。三是提高资金运作效

率。 充分利用好“薛斯通道” 进行波

段操作，也就是说利用阻力与支撑和

多空力量此消彼长相互转换的规律，

做好股票交易，让资金处于高度灵活

的运作状态，避免资金停滞。

二、精于“补” 。 通过补仓的办

法，降低成本，完成股票解套。做好补

仓需注意三点：一是观察好股票被套

所处的层次。 股票被套分为三个层

次，即深套、中套和浅套。 50%以上为

深套，20-30%为中套、5%左右为浅

套。 如果股票现价比买入价低5%就

不用补仓，因为随便一次盘中震荡都

有可能解套。 要是现价比买入价低

20%-30%，甚至被腰斩后，就可以补

仓，因为后市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已相

对有限。 二是把握好股价运行的走

势。 补仓时，最好选在上升趋势或盘

整态势，这样才有取胜的把握。 三是

坚守好补仓的“三不” 原则。 即弱势

股不补，问题股不补，暴跌股不补。

三、善于“找” 。 要想解套，首先要

找到被套的根源，再对症下药，方可收

到事半功倍之效。 从造成股票被套的原

因看，主要有四个，即大盘变脸、个股品

质差、 选股方法欠缺和卖股时机不对。

面对不同的原因， 要采取不同的对策：

一是大盘的运行趋势有系统性风险征

兆时，必须果断斩仓出局。 二是所持个

股如在技术指标和大盘都处于强势时，

其表现反而较弱， 说明个股不活跃，最

好换股。 三是尽量选择“四好”股，即好

的行业、好的管理层、好的产品、好的机

制。 四是控制好卖出时机。 卖出的最佳

时机应该是在大盘处于系统获利阶段，

个股处于量能活跃阶段。

四、勇于“弃” 。如果感觉手中的

股票已没多大希望， 可通过抛弃原

股、换成股性活跃、股本扩张能力强

或题材丰富的其它品种，以缩短套牢

周期。 采用“弃” 股策略时要注意三

点：一是弃“老” 换“新” 。 一些上市

时间不长， 没有被疯炒过的次新股，

上档套牢套很轻，很容易激发主流资

金的炒作热情。 二是弃 “高” 换

“低” 。 低价股由于绝对价位低，进一

步下跌的空间不大，具有一定的上涨

潜力。 三是弃“弱” 换“强” 。 最好将

手中的弱势股、垃圾股换成刚启动即

将进入快速拉升期的强势股。

五、乐于“等” 。 塞翁失马，安知

祸福？ 正如股市名人杨百万所说，有

时被套反而能赚钱，不套的反而赚不

了钱。如何使用好“等” 的策略呢？一

是股票的品质要好， 具有投资价值；

如是烂股、股性不活跃的股再等也没

用。 二是整体投资环境尚未恶化，股

市趋势仍未脱离多头市场。三是等的

时间不宜过长。投资也有个时间成本

的问题，时间越长，资金利用率越不

高，成本就会越大，损失也就越多。

六、巧于“摊” 。随着股价的下挫，

幅度扩大，反而加码买进，从而摊低原

购股的成本以等待股价回升获利。 具

体操作时应该注意三点： 一是掌握好

“点” ：如是牛市，可从其最高点计算，

下跌幅度在20％后做第一次买入。 如

是弱市，自己要买的股也不是牛股，那

第一次买入可以在跌50％以后再说，

然后采取越跌越买的办法。 二是掌握

好“势” ：关注政策，判研大势，做到顺

势而为。 三是掌握好“底” 。 如果该股

确已跌到接近长期或阶段性底部区域

时，可采用摊平之策。

七、严于“纪” 。 做股票，操作纪律

很重要，市场每天的涨涨跌跌都会影响

人的情绪， 唯有靠纪律才能约束好自

己，才能少犯错，不犯错。 一是严守铁

律。 设立好止损、止盈点，并作为铁律，

操作中严格执行，不存侥幸，不做赌徒，

坚持理性投资。二是严防放量。如果出

现成交量突然放大，股价大跌，则有可

能是主力出货、庄家出逃，如是，则必须

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快速出局。三是严禁

盲目跟风。不听小道消息，不追涨杀跌，

要以“我” 为主，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

好习惯， 形成自己独特的投资理念，不

断提高自己的掘金能力。

宏观数据

@股海冲浪： 整体而言，

A

股市场在

政策面与基本面间犹疑徘徊的格局并没

有改变，虽然估值修复有利于建立本轮反

弹的基础， 但资金调仓也不会一蹴而就，

在宏观数据即将登台的背景下，蓝筹行情

大规模展开的条件并不具备。 因此，依然

要保持谨慎，关注经济数据情况以及市场

量价配合情况。

@道100：

3

月之后的宏观数据可能会

回暖，但增长下行压力犹在：一是目前贬值

对出口拉动作用有限； 二是受房地产开发

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放缓的影响， 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仍有放缓压力； 三是消费增

长仍将面临居民收入放缓、 股市低迷的负

面影响； 四是银行信贷投放面临存款增长

乏力的制约。

@股锋：

GDP

数据

7.4

是喜是忧？ 就数字

本身看，下滑幅度低于预期，是可喜之处，但

毕竟是近期新低，经济依旧没有企稳；市场

对数字的关注点在于背后的政策含义：

7.5

是

目标，

7.0

基本是下限，

7.4

略低于目标但离下

限很远，既不能扭转市场悲观预期，同时也

无法让政策刺激有足够想象空间，最终就只

有在犹豫中下跌。

沪港通

@罗亚蒙： 沪港通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

开放迈出里程碑的一步， 其中长期意义在于，

改变

A

股市场的游戏规则和估值体制。随着中

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 投资风格

将更加多元化，价值股投资和成长股投资都

将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杨桂成： 对于沪港通的解读有点过

热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总量过低、

开放受限、 以及对于国内现存的市场制度

改进的有限助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

读沪港通，都恐怕只能是一个“吉祥物”。

楼市

@赵松：经过十几年高速增长，我国楼

市确实该随着经济降速、调整而降温，但降

温、降价不代表“崩盘”，价格小幅波动应该是

市场状态。 主观上，恐怕多数人不会希望中

国不动产市场像当年日本那样出现致命性

“崩盘”；客观上，刚需仍然旺盛的区域热点城

市强大的内在支撑还会持续一段时期。

@文静宁： 房产泡沫今年是否会被刺

破，只能说很有可能。三四线城市楼市崩盘，

二线城市价格维稳，一线城市继续升温。 这

些只是市场趋于回归理性的种种表现。 今

年是否买房， 将成为更多人心中难以割舍

的刺痛———不买感觉不踏实， 买了一旦崩

盘将钱房两空。所以说，楼市有风险，投资需

谨慎啊。（田鸿伟 整理）

精妙在“炒” 乐在其中

□吴达申

“炒” 在《新华字典》中的解释

是：“把东西放在锅里搅拌着弄熟” 。

所谓炒股票，是指在股市上不断购入

看好的股票、 卖出看跌的股票的过

程。“炒” 是一种形神兼备的说法，绝

妙地勾勒出股票的买卖行为。

股谚云：“炒股，短线是银，长线

是金，波段是钻石” 。 人有人性，股有

股性。 投身股市，对某只股票只有持

续关注，耐心跟踪，经常炒动，投资者

才会培养出良好的市场感觉，掌握其

中的门道。做“熟” 了手中股票，自然

能大赚小赔完胜股市。买了股票不闻

不问，那就没有领会“炒” 的精髓，权

当“存”股票更为妥当。

有句话很有道理：基本面服从技

术面。股票再好，形态坏了也必跌，股

票再烂，形态好了也能上涨。 即使特

大资金做投资，形态坏了也应该至少

出30％以上， 等待形态修复后再买

进。 这就是顺势而为。 对任何股票都

不能迷信。

炒股， 是大众投资理财的一种方

式。 从看盘、析盘到操盘，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 至“熟能生巧” 时，种种

技巧便会很自然地运用到实战中去。

比方说， 沪市9：15至9：25分为开市集

合竞价，而深市除此之外，14：57至15：

00为收市集合竞价。观察盘口，上海有

上海的特点，深圳有深圳的奥秘。

上海的看盘重在观察庄家（主力

机构或大户）的游动，深圳的看盘重在

注意技术指标的变化。 如上海股市，开

市的集合竞价倘若跳高开盘并伴随成

交量放大， 那么必有资金蓄意收集；尾

市的扫盘和砸盘是否有力也成为观察

庄家是撤离还是哄抬的主要标志。 另

外，屏幕上的买卖揭示也可看出多空力

量的对比。 而深圳股市，做股更依靠各

项软件所给出的买卖信号，因为它的股

价更多是随同指数同上同下，在指数出

现严重超卖之时买进的个股赢面极大；

而在指数出现严重超买之时卖出的也

稳赚不赔。 在上海更多的是做个股，所

以需要知道庄家的动向；而在深圳更多

的是做指数，所以需要知道技术指标。

因此，有句玩笑话：“做上海股凭感觉，

做深圳股靠理性。 ”

现在， 各种介绍炒股技巧的文章

层出不穷，大都反复强调：炒股一定要

关注成交量。 意指成交量的多寡对股

价涨跌的影响， 犹如血液对于人体一

般。 通过研究成交量以及价格的变化，

很大程度上可以辅助我们研究后市行

情的趋势，增加判断的准确性。 通常说

“量随价升” 为买进信号，而“量随价

减” 为卖出信号，但若价涨量增，且成

交量增加得过分，或价跌量减，且成交

量的减幅太大时， 投资者就应该保持

观望态度。 另外，看到价涨量减或价跌

量增的背离现象， 均表示行情将于短

期内变化，此时也应警惕、观望。

美国华尔街有句名言：“截断亏

损，让利润奔跑” 。 其含义在于让投

资者控制风险，获取最大收益。 人无

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股市，是一个心

理博弈的战场，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

测出市场的底部和顶部。 投资者炒

股，就要因时因股经常调整手中持股

持币的结构。 千万要记住：“只有拿

得住钱的人才能挣得到钱！ ”归根结

底：行情再大，是属于市场的；盈利再

小，是属于自己的。

有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会买的

是徒弟，会卖的是师父，会休息的是

师爷。”炒股炒股，精妙在“炒” ，只要

把握好“度” ，自然乐在其中：赚钱

了，财富人生；赔钱了，人生财富。

漫画，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