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转换中谨慎掘金

抓住个股掘金机会

股市建仓热点转换中 本周二A

股一根大阴线将不少股民的 “牛市

梦” 打碎了，在投资者打算清仓离场

时，股指却在周三、周四出现企稳上

涨行情。 此时，不少投资者开始犹豫，

到底是走还是留呢？ 从现在趋势来

看，中期大盘走势未变，散户要紧抓

回调大好时机，选择中期买点，一旦

新股密集发行期结束， 资金回流股

市，捡钱行情将给抓住机会者更大利

润回馈。

股市永远都是这样，只青睐于抓得

住机会的人，现在回调就是总攻之前的

蓄势，只有积蓄能量，抓住机会低吸，才

能更好地获得丰厚收益，现在机会就在

眼前。 （神光投资

http://blog.sina.com.

cn/s/blog_d840fc1d0102v2ho.html

）

如何把握市场热点 当前市场

波澜不惊，在即将到来行情中如何把

握市场下一热点？ 这是广大投资者最

关心的话题。

其一，应关注市场信息。 信息往

往是热点温床，大道至简，做投资无

非是从基本面和技术面来分析市场

的机会，有用的行业信息或公司信息

是基本面支撑的重要因素。

其二， 关注涨停个股背后题材。

涨停客观上说是个小概率事件，虽然

每天盘面上很多个股封于涨停，但对

于近三千家上市公司而言有时还是

可遇不可求的，既然涨停是小概率事

件，那么，大部分涨停个股往往预示

着一个重大题材，投资者应对每天盘

面上出现的涨停个股深入分析，并找

出相关个股可能的爆发机会，尤其是

在同一板块中出现多只涨停个股。

其三，对板块中的强势个股每天

收盘做复盘跟踪。 每个启动板块都存

在龙头个股，应对板块龙头个股加以

分类并连续跟踪，这样既不会分散注

意力，也能在板块启动前就能对板块

行情的演变有所预判。

最后，就是以市场格局来分配板块

配置。 虽说个股构成市场，但整体市场

环境对个股演变有着巨大影响。根据经

验，市场环境一般可分为强势、半强势

和弱势并以此循环。 把握权重股、中小

盘绩优股、题材股轮动演绎才能有效把

握节奏。 （金凤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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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010100013A6C00DED396FD69 .

html

）

做好个股选择与跟踪 面对大盘

震荡行情， 这时如果再去见大盘涨就

追、见大盘跌一点就斩仓离场，很容易

踏错涨跌节奏。与其这样，投资者还不

如在把握总体趋势基础上， 做好个股

选择与跟踪。 机构投资者调研路径通

常也能表明主力资金下一阶段布局思

路， 因此普通股民可通过上市公司发

布的机构调研信息， 挖掘后市潜力品

种。在具体操作时，投资者可以结合上

市公司调研公告和券商研报综合考

量， 如果被调研的上市公司符合在近

期获得多家券商正面评估、 交易量稳

步放大并在二级市场和大宗交易市场

中得到机构席位积极买入、 流通盘较

小且中报披露机构持股比例偏低等条

件， 那么投资者可以适度加以布局。

（沙 漠 雄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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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109E400DEE081E956.html

）

关注热点板块个股

热点转向有竞争力的成长股 如今

不少投资者预期国资国企改革和新

产业培育或将引领第三次牛市浪潮。

在这轮A股走强的背后， 国资国企改

革无疑是重要推手之一。 国资国企改

革不仅对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维护

金融环境稳定起着关键作用， 同时也

有助于改善微观层面企业盈利能力。

在众多上市公司中，军工、石化、

电力、 铁路等被寄予很高改革预期，

这也是近期国防军工和电力板块爆

发的主要原因。 数据显示，过去三个

月国防军工板块表现突出，整体涨幅

超过30%。 随着10月沪港通的正式开

闸，大消费板块中白酒、食品饮料、医

药、环保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市场主

流配置。 此外，前期忽略的成长股再

度进入投资者视野。 外资机构对A股

市场最感兴趣的品种并不是低估值

蓝筹股，而是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成长股。 阿里巴巴上市受欢迎程度也

反映全球投资者对于成长性股的热

情 。 （王 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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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4C9C900DF04E7EDA7.html

）

秉承两大思路 在整体趋势没

有被破坏之前，投资策略不应轻易改

变。 如果后市出现止跌企稳信号，将

迎来再次入场投资良机。 建议投资者

秉承两大思路：一是立足中线，对于

中期看好的品种可以坚定持有，并逢

低吸纳，受益政策的题材热点依旧是

未来主要投资取向；二是策略上适度

偏向防御，加大医药等防御性品种配

置力度，并适度控制仓位。

此外， 中国黄金国际板18日已启

动， 黄金国际板有利于增加中国对黄

金定价的话语权。 自贸区内黄金国际

板允许使用离岸人民币进行现金结

算， 或者以自贸区内金库中的现货进

行交割。保理业务是类金融业务,不过

比起一般的金融业务更赚钱,现在欧

洲及美国这项业务开展的很好,每年

业务量高达万亿美元, 因此空间巨

大。 （沙漠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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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109E400DF0458E992.html

）

市场调整风险加大

回避调整风险 大盘势头很猛，但

个人认为投资者仍应保持冷静。当前大

盘炒作脉络相对模糊。 从以往经验看，

乱炒一气通常意味着调整或为时不远。

就技术图形看，股指已超涨明显，故充

分调整一段时间似乎也是必须的。

未来比较确定的压力是新股即

将到来。 目前，距离国庆假期还有几

个交易日， 这段时间内A股将迎来十

多只新股的集中发行，机构必然会看

到此因素，故拔高后先减部分仓位显

然就会相对有利。 由于目前已十分接

近新股发行时点，故调整实际上已来

不及，机构也只能加快炒作节奏。

目前虽然大盘指数很强， 但如

果投资者仔细梳理一下所有个股，

不难发现目前股价排序可能较以往

更混乱： 许多个股仅依据市值或盘

子大小炒作，无视利好或利空，或说

对利好与利空一视同仁；市场重组与

借壳太多太滥，若说好听点这是整合

资源，若说难听点这同时也会扭曲投

资理念；撇开停牌的不算，那些仍在

交易的ST个股均价之高可谓空前，

原本就扭曲的股价体系显然又进一

步升级。

就中线看，过了本月新股发行高

峰后，接下来多半会面临“沪港通”

检验，然后是年底资金面检验。 明年

初市场会有变数，这便是新股发行是

否还预定数量。 个人认为，这种可能

性已相当小，且不排除注册制改革深

化可能。 综合考虑这些变数后，笔者

认为目前这波行情只宜当成一般行

情来操作，暂不宜看得过高过远。 （四

川 三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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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_d6eaebd80102v1b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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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民说市

辨明反弹与反转

□张根宝

有句股谚：“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是师傅” 。 上证指数站上

2300点后，众多人士呼喊“大牛

市” 来了，场外投资者争先恐后

跑步入场， 证券公司营业厅内也

是人头攒动，座位也被一抢而光。

要知道“大牛市” 到来是众多合

力聚集在股市的综合反映， 这其

中有国民经济复苏、 领导层英明

决策、主流机构参与、广大散户跟

风， 更重要的是场外资金源源不

断地流进股市。本人对“大牛市”

观点持有不同看法。 股指自2007

年10月出现6124点高点后至今

七年时间中， 几乎每一次出现反

弹都被一些人认为是“牛市” 来

了， 就算A股历史上最激动人心

的大牛市，最终带给投资者的也

不都是成功的喜悦 。 如股市从

2005年6月998点涨到2007年10

月6124点期间， 股价翻番层出不

穷， 短期内各类投资者从中分享

到财富增值。 然而到了2008年10

月，股市又重新跌回到1664点，当

初盲目跟进的投资者蒙受重大损

失。原因是风险意识薄弱，只看到

短期内赚钱效应，疯狂取代了理

智，结局不言而喻。 如今，散户关

键是应了解行情是反弹还是反

转特征， 不必计较是否 “大牛

市” ，强势市场选好个股，持股待

涨，恰到好处。

一般而言，股市反弹行情特征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弹

产生仅是依托技术指标支持，当市

场运行到一些重要技术压力位时，

不能形成有效向上突破；二是反弹

时成交量并没有持续放大，存量资

金介入的止跌反弹，其上涨的时间

跨度和空间幅度都不会太大；三是

反弹时热点不具备发动行情基础，

一般持续时间短、不能形成板块的

整体跟进。

而股市出现反转行情一般会

出现以下特征： 一是市场风险必

须经过有效释放。 市场经过较长

时间大幅度下跌， 使得上一轮上

涨行情所积累的风险彻底释放，

那么后期上涨风险就会大大降

低， 这是一段反转行情产生的前

提条件； 二是市场得到基本面支

持。 基本面变化是制约股市趋势

的重要因素。 当基本面持续向好

时， 市场宽松环境会使反转行情

比较容易形成； 三是带动市场的

热点板块具有号召力和资金凝聚

力。“能够被市场认可” 并能激发

人气的领涨板块， 才具有带动其

它板块和自身可持续上涨的潜

力。这样的板块能够起到“赚钱效

应” 的示范作用，使市场整体价格

重心抬高，将上升空间完全打开；

四是有明显底部形态。 新一轮上

级别的反转行情， 都有底部形态

构筑过程， 至于是何种形态并不

重要， 重要的是构筑底部形态要

夯实；五是有成交量持续支持。 在

趋势反转向上过程中， 成交量呈

现价涨量增，价跌量缩，特别是在

压力位向上突破时， 成交量成倍

放大，且连续放量，在反转形态的

后半段则要求伴随着成交量逐渐

放大，量价配合越理想，趋势反转

可靠性就会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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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

@张大伟：限购放开已两月有余，虽在一

定程度上刺激楼市成交量回暖， 但囿于贷款

政策，大部分购房者还是选择继续观望。 从全

国范围看， 限购与否已不是影响楼市的关键

政策。 信贷是否会放松，将成为判断未来一年

内楼市走势最关键因素。

@思思刻刻： 当前楼市问题不是简单

的周期性，而是结构性。楼市患病根本原因，

缘于罔顾实际有效需求和外部环境变动投

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因此，信贷放松未必能

反转楼市下跌趋势。

@杨红旭： 本轮房地产调整仍然是短周

期性质的，属于热胀之后的冷缩，调整幅度不

会太大，并非长周期性质的深度下跌。 在过去

十年中，曾经出现两次绝佳购房“底部”，目前

正是第三次“探底”之中。 对于需要购房自住

的来说，观望无意义，只会带来更高楼价。

货币政策

@马俊： 现在是中国经济调结构最关

键时期。 此时作为中国经济政策重心，货币

政策一定要配合好，要咬牙坚守住，不再搞

强刺激。 中国经济杠杆率总体较高，要重点

防止其继续大幅攀升，否则会加大宏观经济

和金融风险。

@肖越： 目前央行货币政策可选项还有

很多，推出一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采取与经

济结构调整相配套的一系列货币政策，从数量

型到价格型，目前都在有序地推进。 下半年可

能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像历史上曾大规模推出

的刺激政策继续推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定

向型刺激政策仍可以期待。

金价下跌

@王进： 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背景

下，金价下跌只是暂时的，最终投资者还会

回到真正的避险资产黄金上来。所以投资者

不必过于悲观，即使金价下跌，最终跌幅也

有限，而且会很快见底。不能着急，要耐心等

待底部出现。

@陈立： 机构都测算过黄金的开采成

本大约在

1100

美元

/

盎司左右， 国际金价目

前已经很接近底部，基本不可能再急跌。 从

投资角度来说，预计未来国际黄金价格每克

还有

10

美元左右下滑空间，加之主要经济体

对货币政策变动将使投资者预期频频变化，

因此现在投资黄金仍须谨慎。

（田鸿伟 整理）

股民谨防被“忽悠”

□刘宝民

股民老岳和大杨，原来对忽起

忽落捉摸不定的股市思前想后，既

不敢尝试入市去经风雨见世面，也

不情愿“犹抱琵琶半遮面” 地隔岸

观火独善其身，内心深处似乎一直

处于犹豫和纠结之中。出乎大家意

料的是，素来处事保守谨慎的两人

最终没能抵挡住身边股民在股市

低迷时依然获利的诱惑，不约而同

地带着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毅然

决然开户下海。 至今炒股三年有

余， 两人虽投入资金大同小异，付

出的精力也旗鼓相当，可实际收益

却大相径庭。

倘若分析个中缘由可能会涉

及诸多因素。 不容回避的是，老岳

一直坚持从主流媒体和官方渠道

获取有关政策和各类信息，条分缕

析，审时度势，去伪存真，明确重

点，及时出手，从不盲目轻信传言，

跟风逐浪，有一股子“任凭风吹浪

打，胜似闲庭信步” 的韧劲，始终

围绕着银行股和创业板下力，搞研

究、做文章、寻契机，即使大盘出现

下跌时也不慌乱， 不忙于抛出，遇

到大盘上涨时也能沉得住气，拿得

住股，颇有大将风度，即使在股市

出现震荡行情情况下，也可以获得

投入资金20%左右的收益。

大杨的做法则与之形成鲜明

对照， 他每天忙着打听各种小道

消息， 热衷于证券公司营业部的

“专家讲座” 、 民间的 “高手传

授” 以及“灵通人士” 传播的“业

内信息” ，对形形色色的“忽悠”

深信不疑，以至于以偏概全，先入

为主，不做分析，全盘照搬，一会

儿炒概念股，一会儿玩短线股，一

会儿又专炒低价股。 由于消息来

源五花八门，张冠李戴，东边日出

西边雨，只能时常换手股票，从早

到晚忙个不停，到年底一算账，非

但没赚钱，反而亏了本。 此刻再看

看老岳的操作和效果， 他发自内

心地感慨，精力没少费，学费没少

交，技能没长进，结论是股市的各

种“忽悠” 像雨像雾又像风，谁若

轻信肯定是欲哭无泪。

大杨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入木

三分。不妨想想看，刚入股市的股民

大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激情

和气势，大胆操作，敢于出手。 一旦

经历了股市的起伏跌宕和瞬息万变

之后，多数人开始变得畏首畏尾，心

有余悸，过于谨慎，甚至不敢越雷

池半步，这样必然丧失转瞬即逝的

宝贵机遇。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

为逃避风险产生了一种依赖心理，

伴着“股神” 走，随着“高人” 行，

买股前先打探“内部消息” ，下单

时再看别人动作，采取“傻子过年

看邻居” 的办法，别人怎么买、何时

买、买多少、何时卖，一律言听计从，

照本宣科，亦步亦趋。 如此操作，表

面看倒是省了心力， 也不用冥思苦

想， 但由于既不了解股市规律和走

势，也不分析上市公司品牌、业绩和

趋向， 不剖析影响股市的宏观原因

和微观因素， 最后所买的股票难免

会被套牢、缩水。

换一个层面看，如果“高手”

们真的具有先知先觉呼风唤雨的

本领，还用劳神费力掏心掏肺地给

你解惑答疑吗？ 何不自己从股市里

轻轻松松地大把赚钱呢？ 说到底，

证券市场确实有别于其他领域的

运行规律，每只股票潮起潮落也并

非不可捉摸，但前提是要保持睿智

理性，掌握基本要领，善于总结调

整，避免盲从冲动，千万不要被那

些空穴来风莫衷一是的预断和传

言所“忽悠” 。

掘金“行业板块”之策

□陈宝林

从目前A股市场交易情况看，行业板块

投资已成为市场投资主流。目前A股市场有

2000多只股票， 要想从中选几只好股并非

易事，而最捷径的办法就是先从行业板块中

下手，通过对众多具有共同特点的个股进行

归总，分析其共同特点，并探讨近期成为市

场热点的可能性， 然后再从热点上选龙头

股，这样可达到事半功倍之效。那么，作为投

资者特别是小散们如何才能从行业板块中

选好股，不断地去获得更大收益呢？

其一， 从行业板块不同属性中选好

“股” 。一是从科技投入的量比中选好股。如

农业板块，据科学家测算，当蔬菜、药材、花

卉等某一产品科技贡献率达到60%时，直接

效益可提高1—2倍 ， 投入产出比达到1：6

以上。所以，选择农业板块股时，最好选择那

些科技投入量高及实际效益比较高的个股。

二是从资源垄断性或稀缺性中选好股。如有

色板块， 由于其自身垄断性和稀缺性特点，

受国际、国内环境影响较大，稍有波动，都会

促进产品价格突发性上涨。三是从事物发展

的规律中选好股。如科技股，属投机股。它的

启动通常都是以普涨形式展开，随着行情演

变将会很快进入热点分化阶段，许多个股只

是昙花一现，而其中部分强势品种会得到市

场的充分炒作。所以，选择这类股，宜掌握其

运行规律，一要鉴别其真伪科技；二要选择

处于低价区位的股票；三要学会从板块联动

规律中找好股；四要注意选择具有中长线投

资价值的优良品种，确保自己能在风云变化

的股市中稳定盈利。

其二，从行业生命周期中持好“股” 。

行业生命周期分为幼稚期、成长阶段、成熟

阶段和衰退阶段。 各个阶段有各自的特点，

宜采取不同持股策略。 一是幼稚期宜 “轻

仓” 。 据测，大约有20%的企业会熬不过这

一阶段即已破产， 但更多企业会在艰难困

境中脱颖而出。 所以，幼稚期投属于“高风

险、 高回报” 投资时期。 二是成长阶段宜

“重仓” 。 处于成长阶段的行业又叫朝阳行

业，未来增长潜力很大，作为价值投资者或

稳健投资者，可放心大胆地重仓持有。 三是

成熟阶段宜“重仓” 。 这个阶段的行业利润

率稳定增长，企业稳步成长，对稳健投资者

而言是理想的选择，可重仓持有。 四是衰退

阶段宜“减仓” 。 处于衰退阶段的行业，属

于夕阳产业，如不进行产业转型，其未来增

长率几乎为零。

其三， 从影响行业板块轮动要素中抢

“先机” 。 一要抢好国家政策调整带来的

“先机” 。 中国股市一直有“政策市”之称，

新利好政策扶持会使具有较高成长性的股

票如虎添翼，股价也会一飞冲天。所以，平时

要多听、多看、多读，时刻关注国家宏观经济

政策动向。 二要抢好基本面变化带来的“先

机” 。 上市公司基本面包括财务状况、盈利

状况、市场占有率、经营管理体制、人才构成

等各个方面。公司基本面中每一个子项目变

动都会直接影响并制约着公司发展前景。对

此，要时刻关注公司基本面变化。 三要抢好

科技创新助推行业板块领涨“先机” 。 要时

刻关注行业科技的发展状况，企业创新能力

情况，科技转化情况等，并及时地采取针对

性措施，方可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其四， 从行业板块的龙头股上争 “速

度” 。 龙头股的特征是，上涨冲锋在前，回调

时又能抗跌， 远远领先于其他同板块股票。

由于龙头股风险小，涨幅大，是投资的上佳

品种。 如能抓住龙头股，定能获得不菲的收

益。 一要知龙“脉” 。 主要观察好以下几点：

当市场进入多头市场，人气比较旺盛，交易

明显比较活跃时； 当市场出现第一个涨停，

或连续第二个涨停，且涨停坚决，封单较大

时；当股价仍处于历史中、低价位区，在顶部

没有大幅炒作过，行情有启动迹象，股票成

交量已明显放大时； 当市场跟风效应强热，

板块整体活跃时； 当出现圆弧底、W形底、

双底、潜伏底等典型底部形态时。 二要知龙

“身” 。决定一只股票能涨多高的因素很多，

须综合分析：一是看好市场情绪高度；二是

看题材宽度；三是看大盘走势程度；四是看

好市场热点厚度；五是看好个股业绩提升幅

度。 三要知龙“尾” 。 强势股若在3个涨停板

后出现长上影线或反复震荡，说明龙尾巴已

现，这时要果断高抛，果断出局，不可贪婪，

严格执行止盈（止损）纪律，否则，会掉入万

丈深渊，难以自拔。

探测风险，赵天奇

近期，市场热点转换频繁，游资在不同板块

间进进出出，投资者该如何规避风险成为焦点。

本期《一周看点》收集相关博文，看看草根博主

是怎样从热点转换中挖掘投资机会， 以及如何

规避风险。

漫画/赵天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