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步入波动季 震荡不改慢牛步

“稳增长”受益品种可重点关注

本报记者 李波

在流动性宽松、稳增长政策加码、改革红利释放、增量资金充沛的背景下，牛市根基依然牢固，中长期仍有上行空间。 不过，短期技术面回踩、获利盘兑现、两融余额冲顶、新股发行提速等多因素共振下，市场存在震荡休整的需要。 预计5月份市场将宽幅震荡，但调整空间有限，牛市格局不变。 操作上，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提升，可适度兑现利润和降低杠杆，精选优质品种波段操作。 综合当前主流机构的观点，降息和京津冀一体化可能成为5月份最大的看点，“稳增长”受益品种可重点关注。

牛市根基依然牢固

从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来看，牛市根基依然牢固，这意味着5月A股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较小。 最新公布的中国4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0.1%，略高于预期，与3月持平，连续两月高于临界点。 其中，生产指数连续两个月回升，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降幅连续3个月收窄，反映企业信心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处于接近60%的高景气区间。 由此来看，国内经济开始呈现筑底企稳特征。 不过，新订单指数未有改善、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数个月回落，反映国内外市场需求仍显不足，制造业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处于结构调整和去库存阶段。

分析人士指出，经济正处于政策托底与下行压力之间的平衡，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在通缩风险隐现的背景下，预计管理层将继续出台更多稳增长措施，财政支出也将增加，基建将继续托底，降息降准仍是合适选择。 由此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双放松对5月A股市场构成支撑。 而随着政策的加码，二季度经济增速有望由落转稳，届时将进一步拓展市场上行空间。

与此同时，改革转型也在全面深化，产业扶持政策频频出台；一带一路、国企改革、互联网+、京津冀一体化等加速推进，不断在二级市场引爆相关投资主题；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存款保险制度、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实行注册制、新预算法下的地方债存量置换等各项金融财政改革，也为市场不断注入新活力。

另外，当前资金进场脚步不断加快，交投热情持续升温。 据中国结算4月28日数据，4月20日至4月24日当周新增A股开户数为413.03万户，环比增长26.81%，再创历史新高；当周参与交易的A股账户数继续攀升，达到4338.08万户。 期末股票账户数首次突破两亿户，达到2.01亿户；期末基金账户数首次突破6000万户，达到6051.22万户；期末持仓A股账户数为6236.98万户，刷新十年内新高。

总体来看，当前流动性宽松，政策暖风频吹，改革红利释放，增量资金充沛。 在此背景下，慢牛曲未完，仍将稳健前行。

短线休整信号闪现

今年4月沪综指创下2007年5月以来的第二大月度涨幅18.51%，创业板指数更是创下史上最大月度涨幅22.38%。 然而，4月以来跑赢大盘的股票不足1000只，占比仅为37%。 相对一季度八成股票跑赢大盘的局面，赚钱效应明显下降。 不同于前三个月的“闭眼赚钱”，4月份投资者纷纷感到“赚了指数不赚钱”，这种感受在4月下旬尤为强烈。 当沪综指行至4500点附近、创业板指站上2800点后，4月下旬市场切换至高位震荡模式，风格频繁切换，热点快速轮动，赚钱难度提升。

分析人士指出，4月底的分化和轮动释放出震荡整固的信号。 在技术面回踩、获利盘兑现、产业资本减持、新股发行提速、两融余额冲顶等多重压力共振下，5月市场将步入波动季。

技术面调整压力显现。 上证综指进入4时代之后反而进一步提速，不断改写近7年反弹新高，创业板指数稍作休整后继续刷新历史新高。 然而随着指数的持续走高，短线超买特征渐浓，技术面需要回踩确认。 在指数上行脚步放缓、个股纷纷高高在上的僵局之下，市场需要通过震荡整固来积蓄新一轮的反弹动能。

获利盘离场意愿提升。 随着反弹的快速推进，中小板的估值泡沫再度膨胀，调整风险上升；蓝筹股在几次脉冲式反弹之后，估值洼地也开始逐步填平。 在此背景下，获利盘兑现压力提升，资金“恐高”心态出现，近期市场持续出现资金净流出格局。 与此同时，产业资本套现愈演愈烈，今年以来产业资本净减持额创历史新高。

两融余额冲顶。 两融余额自4月20日以来单边上行，于4月27日突破1.8万亿元，并在之后的两个交易日持续刷新历史新高，4月29日达到1.83万亿元。 作为情绪和资金的放大器，融资融券是把“双刃剑”，既能够推动市场快步上行，也会在调整期成为助跌利器。 随着两融余额快速攀升，杠杆资金对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加大，由此引发的波动风险随之上升。 一旦融资盘偿还涌出或融券做空，那么将对市场带来强烈冲击。 根据相关规定测算，两融规模的上限或在2.1万亿元，如果券商不选择增发或发短融券补充资本金，两融余额则很快冲顶。 而4月30日两融余额骤降至1.23万亿元，除了节日效应之外，谨慎情绪抬头也是重要原因。

新股发行等外因扰动。 4月份市场无惧新股发行冲击，持续强势反弹，牛气凸显。 不过，在当前高位震荡的敏感期，新一轮的新股发行可能加剧市场波动。 另外，在严控伞形信托和规范两融的背景下，管理层后市如果加大两融杠杆的压缩力度，市场调整压力将进一步释放，需密切注意政策信号对市场节奏的调整和重塑。

精选政策红利品种

前期快速上涨之后，市场存在休整需要，5月份市场震荡难免；但牛市格局未变，调整空间不会太大。 千金难买牛回头，震荡调整将成为新一轮的布局良机。

在牛市格局下，市场风格趋于均衡，整体上蓝筹股和成长股将呈轮涨格局。 在蓝筹军团中，以银行为代表的低估值品种和前期滞涨的食品饮料等二线蓝筹，将成为震荡市资金青睐的避风港；而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以创业板为载体的新兴产业股强势难撼，但个股分化将在震荡中展开，主力资金快进快出的短线游击战手法也将显现。

操作上，由于单边上涨和齐涨普惠的格局被打破，因此投资者应精选优质品种，波段操作。 与此同时，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提升，在“拥抱泡沫”同时，对于前期涨幅过大的品种应及时兑现，并适度降低杠杆。 综合当前主流机构的观点，降息和京津冀一体化可能成为5月份最大的看点，“稳增长”受益品种可重点关注。

中信建投研究报告认为，支撑成长股的宏微观基础不会在当前终结，成长股仍然要围绕信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高端制造业以及能源革命进行精选。 “一带一路”战略对于国内区域自贸区建设的相关主题依然有望反复活跃，配合中国制造业大型化、“走出去”战略，国企改革的加速有望推进。

华泰证券5月策略指出，经济持续下滑促使市场对“稳增长”政策的预期升温，建议关注财政加码受益的水利、电网、新能源相关的仪器仪表、高低压设备、计算机设备行业，“稳出口”受益的纺织服装行业，猪肉价格上涨带动的禽畜养殖、饲料行业；规避油价上涨导致成本上升的航空、航运。

上投摩根建议，短期重点关注受益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加码的金融、地产，以及与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相关的交运、基建、环保、PPP等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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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市场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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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根基依然牢固

从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来看，牛市根

基依然牢固， 这意味着5月A股市场的系

统性风险较小。 最新公布的中国4月官方

制造业PMI为50.1%，略高于预期，与3月

持平，连续两月高于临界点。 其中，生产指

数连续两个月回升，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降幅连续3个月收窄， 反映企业信心的生

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处于接近60%的高

景气区间。

由此来看，国内经济开始呈现筑底企稳

特征。不过，新订单指数未有改善、新出口订

单指数连续数个月回落，反映国内外市场需

求仍显不足， 制造业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处

于结构调整和去库存阶段。

分析人士指出，经济正处于政策托底

与下行压力之间的平衡，下行压力仍然较

大。 在通缩风险隐现的背景下，预计管理

层将继续出台更多稳增长措施，财政支出

也将增加，基建将继续托底，降息降准仍

是合适选择。 由此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

政策双双放松对5月A股市场构成支撑。

而随着政策的加码， 二季度经济增速有

望由落转稳， 届时将进一步拓展市场上

行空间。

与此同时， 改革转型也在全面深化，产

业扶持政策频频出台；一带一路、国企改革、

互联网+、京津冀一体化等加速推进，不断

在二级市场引爆相关投资主题；资本市场双

向开放、存款保险制度、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发行实行注册制、新预算法下的地方债存量

置换等各项金融财政改革，也为市场不断注

入新活力。

另外， 当前资金进场脚步不断加快，交

投热情持续升温。 据中国结算4月28日数

据，4月20日至4月24日当周新增A股开户

数为413.03万户，环比增长26.81%，再创历

史新高；当周参与交易的A股账户数继续攀

升，达到4338.08万户。期末股票账户数首次

突破两亿户，达到2.01亿户；期末基金账户

数首次突破6000万户， 达到6051.22万户；

期末持仓A股账户数为6236.98万户， 刷新

十年内新高。

总体来看，当前流动性宽松，政策暖风

频吹，改革红利释放，增量资金充沛。在此背

景下，慢牛曲未完，仍将稳健前行。

短线休整信号闪现

今年4月沪综指创下2007年5月以来的

第二大月度涨幅18.51%， 创业板指数更是

创下史上最大月度涨幅22.38%。 然而，4月

以来跑赢大盘的股票不足1000只， 占比仅

为37%。相对一季度八成股票跑赢大盘的局

面，赚钱效应明显下降。 不同于前三个月的

“闭眼赚钱” ，4月份投资者纷纷感到“赚了

指数不赚钱” ， 这种感受在4月下旬尤为强

烈。 当沪综指行至4500点附近、创业板指站

上2800点后，4月下旬市场切换至高位震荡

模式，风格频繁切换，热点快速轮动，赚钱难

度提升。

分析人士指出，4月底的分化和轮动释

放出震荡整固的信号。 在技术面回踩、获利

盘兑现、产业资本减持、新股发行提速、两融

余额冲顶等多重压力共振下，5月市场将步

入波动季。

技术面调整压力显现。 上证综指进入4

时代之后反而进一步提速，不断改写近7年

反弹新高，创业板指数稍作休整后继续刷新

历史新高。 然而随着指数的持续走高，短线

超买特征渐浓，技术面需要回踩确认。 在指

数上行脚步放缓、个股纷纷高高在上的僵局

之下，市场需要通过震荡整固来积蓄新一轮

的反弹动能。

获利盘离场意愿提升。随着反弹的快速

推进，中小板的估值泡沫再度膨胀，调整风

险上升； 蓝筹股在几次脉冲式反弹之后，估

值洼地也开始逐步填平。 在此背景下，获利

盘兑现压力提升，资金“恐高”心态出现，近

期市场持续出现资金净流出格局。 与此同

时，产业资本套现愈演愈烈，今年以来产业

资本净减持额创历史新高。

两融余额冲顶。 两融余额自4月20日

以来单边上行， 于4月27日突破1.8万亿

元，并在之后的两个交易日持续刷新历史

新高，4月29日达到1.83万亿元。 作为情绪

和资金的放大器， 融资融券是把 “双刃

剑” ， 既能够推动市场快步上行， 也会在

调整期成为助跌利器。 随着两融余额快速

攀升， 杠杆资金对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加

大，由此引发的波动风险随之上升。 一旦

融资盘偿还涌出或融券做空，那么将对市

场带来强烈冲击。 根据相关规定测算，两

融规模的上限或在2.1万亿元， 如果券商

不选择增发或发短融券补充资本金，两融

余额则很快冲顶。 而4月30日两融余额骤

降至1.23万亿元， 除了节日效应之外，谨

慎情绪抬头也是重要原因。

新股发行等外因扰动。 4月份市场无惧

新股发行冲击，持续强势反弹，牛气凸显。不

过，在当前高位震荡的敏感期，新一轮的新

股发行可能加剧市场波动。 另外，在严控伞

形信托和规范两融的背景下，管理层后市如

果加大两融杠杆的压缩力度，市场调整压力

将进一步释放，需密切注意政策信号对市场

节奏的调整和重塑。

精选政策红利品种

前期快速上涨之后， 市场存在休整需

要，5月份市场震荡难免；但牛市格局未变，

调整空间不会太大。 千金难买牛回头，震荡

调整将成为新一轮的布局良机。

在牛市格局下，市场风格趋于均衡，整

体上蓝筹股和成长股将呈轮涨格局。 在蓝

筹军团中，以银行为代表的低估值品种和前

期滞涨的食品饮料等二线蓝筹，将成为震荡

市资金青睐的避风港；而在结构转型和产业

升级的大背景下，以创业板为载体的新兴产

业股强势难撼， 但个股分化将在震荡中展

开，主力资金快进快出的短线游击战手法也

将显现。

操作上，由于单边上涨和齐涨普惠的格

局被打破， 因此投资者应精选优质品种，波

段操作。与此同时，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提升，

在“拥抱泡沫” 同时，对于前期涨幅过大的

品种应及时兑现，并适度降低杠杆。 综合当

前主流机构的观点，降息和京津冀一体化可

能成为5月份最大的看点，“稳增长” 受益

品种可重点关注。

中信建投研究报告认为，支撑成长股的

宏微观基础不会在当前终结，成长股仍然要

围绕信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高端制造业以

及能源革命进行精选。“一带一路”战略对

于国内区域自贸区建设的相关主题依然有

望反复活跃， 配合中国制造业大型化、“走

出去”战略，国企改革的加速有望推进。

华泰证券5月策略指出，经济持续下滑

促使市场对“稳增长” 政策的预期升温，建

议关注财政加码受益的水利、电网、新能源

相关的仪器仪表、高低压设备、计算机设备

行业，“稳出口” 受益的纺织服装行业，猪肉

价格上涨带动的禽畜养殖、饲料行业；规避

油价上涨导致成本上升的航空、航运。

上投摩根建议，短期重点关注受益货币

政策和财政刺激加码的金融、地产，以及与

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相

关的交运、基建、环保、PPP等板块。

低估值蓝筹股将受青睐

□

本报记者 徐文擎

尽管监管层已提示风险， 券商下调个股担

保折算率，但这都难以影响市场情绪，A股的表

现依旧强劲。 机构人士认为，5月份市场会有一

定程度的震荡，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建议投

资者可在总体均衡配置基础上适度增配金融地

产等大盘蓝筹。

5月下旬预计降息

万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李

敬祖表示，牛市的节奏与风格在发生变化，指数

调整剧烈震荡与风格快速切换是当前市场的主

要特征。短期来看，新股发行提速对市场的节奏

与风格或产生影响，但影响不会特别明显；降准

降息窗口开启， 下一轮降息时间预计在5月下

旬；打新资金的冻结与回流使市场产生波动，指

数震荡在所难免。但从整体趋势来看，牛市向上

趋势不改，李敬祖认为，国企改革、低估值蓝筹

价值股将成为下轮市场关注焦点。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认为，市

场中两融占交易量的比重达到10%以上， 目前

杠杆资金偏好热门股， 而创业板在融资盘中较

大盘股和蓝筹股要安全， 这是因为融资买入的

创业板非常少， 很多券商没有把创业板作为融

资买入的标的。 但是， 尽管融资盘买入创业板

少，但创业板前期涨幅过快，平均市盈率已经在

100倍以上，很多个股表现都已经远超基本面，

从风险来看，虽然很多创业板杠杆率没那么高，

但隐含风险是要比蓝筹更高。

他指出， 目前以沪深300为代表的大型蓝

筹平均估值不超过20倍，因此在后市还可以进

一步看高。 5月份市场会有一定程度震荡，但大

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 建议投资者保持60%

-70%的仓位，重点关注二线蓝筹，比如汽车、

家电、食品饮料等。

“以沪深300为代表的一些大型蓝筹，平均估值

还不超过20倍，这是相对合理的估值，但从牛

市角度来说，股票不可能涨到合理估值就止步，

所以沪深300的行情在后市还可以进一步看

高。 ”他说。

市场处于牛市中段

上海长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祝益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市场处

于牛市的中期阶段。 主要判断依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本轮行情主要由资金推动，而现在无论是利

率水平、 存款准备金率都还处于比较高的位置，

中国经济也处于通缩过程中，实际利率水平还需

要显著下降，以应对经济衰退局面。 二是从估值

的角度来看，目前沪深市场的总市值在50万亿左

右，占2014年全年GDP比重达到75%，如果将上

一轮牛市的顶部130%作为衡量标准， 目前还有

不少上涨空间。 三是目前居民财富大概在200万

亿元左右，以流通市值20万亿元来看，股票资产

占比不足10%，随着其他财富贮存手段的收益率

不断下降，股票资产的配置地位会不断提升。

另外，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股票市

场作为推动创新体制的重要一环， 慢牛格局可

能是长期趋势， 从而促使资本市场在创新与改

革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短期调整实属正常， 但牛市中的调整总

是以比较剧烈的方式完成， 投资者需要有心理

准备。 ” 唐祝益说，下一阶段看好的领域包括与

创新相关的板块，例如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其次是围绕后服务的市场机会，例如汽车行

业的后市场， 包括汽车的二手车交易， 汽车租

赁、汽车维修、汽车保养等；房地产的后市场，包

括二手房的交易、装修、物业管理等，以及人的

后市场，例如体育产业等。 另外，随着利率水平

下移、资本价格下降，收益稳定、估值水平低的

行业以及个股值得关注。

证券代码：

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2015-029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4月28日，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

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月集团” ）通知，日月集团因与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中40,000,000股转入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账户中。

截至2015年4月28日，日月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8,172,819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9.96%，其中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8%，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2015－024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

行股票融资事宜，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

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002472；证券简称：双环传动）自2015年5月4日开市起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

后，公司将及时发布公告，同时申请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5-039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审计部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审计部负

责人李丹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丹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审计部负责

人职务。 李丹女士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将按法定程序尽快聘任新的

审计部负责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李丹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及董事会对李丹女士担任审计部负责人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2015年5月4日

证券代码：

002485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

2015-023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新郎希努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郎希努尔集团” ）通知，因新郎希努尔集团已偿还了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 ）的借款，新郎希努尔集团前期质押给

宏源证券的无限售流通股2,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5%）已解除质押，并于2015

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相关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新郎希努尔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102,689,4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09%。 本次股权解除质押后，新郎希努尔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30日

业内人士：期指红五月可期

□

本报记者 王辉

展望5月份股指期货市场的整体表现，多

数市场分析观点认为， 在市场做多人气未见下

滑、宏观经济托底外部环境料将持续、监管层逐

步确认“慢牛” 调控基调的背景下，期指市场整

体仍将延续震荡向上的运行格局。另一方面，综

合A股市场主要指数点位状况及各期指升贴水

表现，5月市场或进一步表现出风格分化与振

幅加大的运行特征。

期指升贴水继续分化

4月以来A股市场继续放量走强， 尽管在

“五一” 小长假前最后一周逐步出现高位整固

压力。 不过，从目前股指期货市场3个期指品种

的最新报价来看， 期指市场当前整体仍旧维持

看好后市的交投市况。而各类大中盘期指，也同

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

数据显示，截至4月最后一个交易日（4月30

日），沪深300期指、上证50期指主力合约仍然保

持了较明显的升水，且主要远月合约报价也依旧

高于主力合约。 其中， 沪深300期指主力合约

IF1505最新收报4767.8点， 较现货指数升水17.9

点；上证50期指主力合约IH1505最新收报3269.4

点，较现货指数升水18.9点。 而在中证500期指方

面，目前其主力合约IC1505报8338.8点，继续保

持了自上市以来100点左右的小幅贴水状态。

综合期指三品种主力合约的最新升贴水情

况来看， 目前期指市场整体依旧看好后期A股市

场将继续震荡走强，延续上行趋势。 另一方面，期

指市场也传递出后期股市将出现大盘股板块整

体将强于中盘股板块的风格分化特征。 其中上证

50期指主力合约IH1505录得三大期指品种中最

高的升水状况，则尤其反映出这一市场预期。

而对于中证500期指主力合约一直以来的

贴水状况，瑞达期货表示，目前中证500指数已

录得周线12连阳，累计涨幅高达53.03%。 未来

一段时间内，在获利浮筹、杠杆收紧、监管层预

期慢牛、新股申购等因素扰动下，中证500指数

板块预计上涨动能将有所匮乏， 五月份整体可

能展开高位整固。

强势格局仍难扭转

对于5月份期指市场的整体表现， 此间主

流机构观点普遍认为， 在市场整体所处货币环

境与监管环境整体相对有利的背景下， 期指市

场整体仍将有望延续前期的强势格局。不过，在

市场大盘股风格有望深化的同时，5月市场的

振荡幅度则也可能加大。

从期指多空席位变动等多空席位方面来

看，多方仍在继续占据主动。来自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4月30日盘后最新公布的多空主力席位

数据来看，目前前20大主力多头席位合计持有

多单66012手， 前20大空头席位合计持有空单

70147手，最新多空比报0.94，仍然延续了近期

的持续上升势头， 即主要多方主力席位继续主

动做多后市。

对于5月期指市场的运行， 华泰长城期货

表示， 虽然4月最后几个交易日市场高位承压

特征有所显现，但单从技术面因素来看，当前投

资者心态仍旧较为平衡， 并没有出现做多信心

的削弱或继续上攻的急不可耐。整体而言，市场

延续向上趋势基本仍在情理之中。 只是后期市

场大涨之后或会出现宽幅震荡， 投资者在顺势

而为的同时，也需重点把握好操作节奏。 此外，

安信期货、瑞达期货等机构也表示，在未来积极

政策可期的大背景下， 指数中长期走势仍将维

持强势。但过去一段时间急速上涨的“疯牛”行

情或逐步降慢节奏演变为“慢牛”行情，在具体

运行上可能加剧波动。

5月进入波动季 震荡不改慢牛步

“稳增长”受益品种可重点关注

□

本报记者 李波

在流动性宽松、稳增长政策加码、改革红利释放、增量资金充沛的背景下，牛市根基

依然牢固，中长期仍有上行空间。 不过，短期技术面回踩、获利盘兑现、两融余额冲顶、新

股发行提速等多因素共振下，市场存在震荡休整的需要。 预计5月份市场将宽幅震荡，但

调整空间有限，牛市格局不变。 操作上，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提升，可适度兑现利润和降低

杠杆，精选优质品种波段操作。 综合当前主流机构的观点，降息和京津冀一体化可能成

为5月份最大的看点，“稳增长”受益品种可重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