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蓄势以待 12月步入“冬播”时间窗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市场呈现深V反转走势，早盘震荡后大幅下挫，沪综指一度逼近3300点，午后快速回升以红盘报收。 上周五的踩踏式下跌使得市场心态趋于谨慎，做多意愿松动，不过短期急跌令调整风险大举释放，优质品种再现布局良机。 展望12月，短期不确定性提升，多空分歧加大，预计市场将以震荡整固的方式寻找新平衡；鉴于利率下行背景下大类资产配置向股市转移的趋势不变，市场系统性风

险不大，跨年和春季行情可期，12月中后期有望再度转暖。 因此，12月将是难得的冬播时间窗口，建议轻指数重个股，借回调低吸布局。

深V反转 3300点现强支撑

昨日沪深两市低开后震荡下行，午盘加速跳水，但午后金融板块护盘，题材股热度回升，市场快速反弹，并于尾盘成功翻红，市场再现深V反转。

截至昨日收盘，上证综指报3445.41点，上涨0.27%；深证成指报12037.86点，上涨0.64%；中小板综指报12827.46点，上涨0.86%；创业板指数报2672.58点，上涨0.87%。 沪深两市昨日分别成交3875.04亿元和5966.28亿元，量能环比萎缩。

行业方面，29个中信一级行业指数涨多跌少。 其中，综合、房地产和电子元器件指数涨幅居前，全日分别上涨3.11%、1.96%和1.75%；国防军工、交通运输和钢铁指数跌幅较大，全日分别下跌2.42%、1.57%和1.33%。

132个Wind概念指数有90个上涨。 其中，石墨烯、次新股和创投指数涨幅居前，全日分别上涨5.45%、5.20%和4.44%，锂电池、网络彩票、超级电容和PM2.5指数涨幅超过3%；而航母、长江经济带和智能物流指数跌幅居前，分别为2.40%、1.69%和1.53%。

至此，11月A股在经历了快速反弹、震荡整固和急速杀跌后，以V型巨震收官。 沪综指和深成指11月累计上涨1.86%和4.26%，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分别上涨7.84%和4.71%。

12月料先抑后扬 布局优质品种

上周五市场急跌缘于技术调整需求以及消息面扰动因素共振。持续反弹后，市场一直没有出现像样调整，连续的突破未果、该调不调后，获利盘和解套盘压力不断累积，创业板估值泡沫再度膨胀，做多动能大量消耗。因此，当IPO启动、杠杆监管从严、美联储加息等消息面利空引爆调整导火索后，羊群效应再度引发踩踏式出逃。 不过，上周五和昨日早盘的快速杀跌令做空动能和调整风险得以

快速释放，大盘逼近3300点时金融股强势护盘，抄底资金进场，显示3300点支撑力度较强。

展望12月，预计行情将呈现先抑后扬的格局。前期受急跌影响，市场风险偏好下降，谨慎情绪有所升温，技术破位亟待修复，行情不确定性增大；不过，在利率低企、改革推进、流动性充裕、财政货币双松的大背景下，大类资产配置向股市转移的趋势不变，市场系统性风险有限。因此，预计12月前期市场波动将加剧，但不会持续下跌，将以震荡整固蓄势的方式来寻找新平衡，期间以事件利好和改

革红利驱动的主题性投资机会还将展开，但轮动提速，持续性弱。

12月后半段，随着谨慎情绪的修复和利空扰动的消化，行情有望逐步企稳。特别是，随着年底吃饭行情和春季躁动的临近，做多意愿将再度回升，展开跨年行情。兴业证券研报指出，明年一季度行情值得看好，驱动因素包括经济刺激政策继续，财政加力，叠加降息降准；改革预期，提升风险偏好；年初投资者风险偏好高，绝对收益投资者的仓位不高；经济数据、业绩真空期，重要股东重获“减持”

自由而有意愿做大市值；新股引发的“炒新”热情等。

因此，面对短期急跌投资者无需过度恐慌，如果将投资角度拉长，那么12月上半段的震荡整固将成为布局春季行情的绝佳时间窗口。 操作上不宜盲目杀跌，短期不妨借助市场震荡进行波段操作，同时精选优质品种，逢低吸纳布局春季行情。

三机构买入华泽钴镍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大幅波动，场内个股也大幅波动，其中华泽钴镍午后强势涨停，盘后公开交易显示，三机构入驻该股。

华泽钴镍早盘小幅低开后，震荡抬升，此后维持窄幅震荡格局，午后伴随着成交额的放大，股价快速拉升，13点40分左右封死涨停板至收盘，收报于22.50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华泽钴镍的成交额为13.52亿元，较此前小幅缩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华泽钴镍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三家机构现身，分别买入9000万元、6749.18万元和5185.77万元，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和第四位。 昨日卖出华泽钴镍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恒丰路证券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为6172.64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继六大稀土集团联合限产报价后，亚洲最大的镍生产商又率队发起削减镍金属产量，随着供给端的收紧，镍价有望走稳，短期华泽钴镍有望保持强势。

机构博弈华测检测

沪深两市大盘大幅波动，场内个股更是出现巨震，其中华测检测振幅达到18.19%。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机构博弈华测检测的意味颇浓。

华测检测昨日小幅高开后，震荡回落，11点后跌幅一度显著扩大，甚至逼近跌停，最低下探至23.18元，不过午后跌幅有所收窄，尾盘更是快速拉升，股价震荡翻红，最高上探至27.79元，尾盘收报于26.69元。 值得注意的是，华测检测昨日成交额为3.60亿元，较此前小幅缩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华测检测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两家机构现身，分别买入1858.91万元和1116.61万元，排在第二位和第四位。 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东三环中路证券营业部的买入金额最大，为2594.10万元。 在卖出华测检测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三家机构现身，分别卖出2268.67万元、1691.16万元和1154.31万元，排在前三位。

分析人士指出，华北地区持续雾霾，环保检测概念受到受到资金关注，不过机构博弈意味颇浓，短期建议投资者等回调后再介入。

加码医疗服务

阳普医疗复牌涨停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停牌4个月的阳普医疗发布了定增9亿加码医疗服务领域，昨日复牌后一字涨停，股价收报于20.70元，成交额仅为731万元，短期该股有望保持升势。

阳普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定增9亿加码医疗服务领域,此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郴州地区分级诊疗PPP项目”包括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院本部改造(PPP)及宜章县中医医院整体搬迁(PPP)项目。 此次定增将加速公司向医院管理转型,推动业务模式从B2B升级为B2B2C,即从医疗器械销售向移动医疗技术支持及医疗服务转变 ,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分析人士指出，公司尝试介入到医院管理领域,公司信息化产品与医疗器械有望与医院管理深入整合,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 此外，公司停牌时间较长，市场重心有所抬升，复牌后补涨需求较浓。 从复牌首日的成交额来看，投资者惜售情绪浓厚，短期股价有望继续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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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股通净流入额大增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港通延续双向净流入， 伴随市场V性反

转， 沪股通净流入34.67亿元， 为近两个月阶段新

高。

据Wind资讯数据， 昨日沪股通已用额度为

34.67亿元，较上周五的2.65亿元显著增加，已用额

度占比达到26.67%。 截至昨日，沪港通连续七个交

易日实现净流入， 昨日更是创下10月9日以来最大

净流入额和近三个月第三大净流入额。 港股通昨日

净流入3.45亿元，环比上周五的2.44亿元小幅回升，

已用额度占比为3.29%。

上证综指昨日震荡下行后探底回升， 收报

3445.41点，上涨0.27%。 恒生指数昨日低开后反复

震荡，收报21996.42点，下跌0.33%。 由此，恒生AH

股溢价指数昨日高开后震荡下行， 尾盘拉升， 收报

137.21点，上涨1.00%。

沪股通标的股昨日有232只上涨，280只下跌。

其中，百隆东方、大商股份、人民网、方大炭素等11

只股票涨停，另有32只标的股的涨幅在5%以上。 港

股通标的股昨日有103只上涨，158只下跌， 中国生

物制药和裕元集团的涨幅居前，超过4%。

创业板指V型反弹

□本报记者 李波

周五大跌后，昨日创业板指数盘中大幅跳水，一

度逼近2500点，之后快速回升翻红，实现V型反转。

创业板指昨日以2658.97点小幅高开，震荡后逐

步下行，午盘加速跳水，最低下探至2507.38点，随后

快速反弹，并于尾盘翻红，最终收报2672.58点，上涨

0.87%。

昨日正常交易的428只创业板股票中，有281只

上涨，其中，包括银信科技、东方日升、新宙邦、昆仑

万维等在内的49只股票涨停， 共有110只股票的涨

幅超过了5%。 昨日下跌的145股票中，尤洛卡跌停，

中航电测下跌6.44%，海联讯、富春通信、鼎汉技术

和金信诺的跌幅在5%以上。

作为本轮行情的领头羊， 创业板前期在积累大

量涨幅的同时，股指泡沫也在迅速膨胀，因此成为上

周五的杀跌重灾区， 昨日早盘跌幅也一度超过5%。

不过，从昨日的反转走势来看，调整风险大举释放引

发抄底资金进驻， 结合当前利率下行和改革转型的

大背景， 市场系统性风险有限， 创业板仍是行情主

角。预计短期市场将震荡整固，创业板作为高弹性品

种， 震荡将更为剧烈。 操作上建议借助波动去伪存

真，同时立足春季行情，逢低择优布局。

三板做市指数缩量三连阴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一新三板交投活跃度明显回落， 成交额也

回落至10亿元关口下方。 昨日新三板总成交额为

9.52亿元，为11月19日以来的新低。 其中，协议转让

股的成交额为3.51亿元， 做市转让股合计成交6.01

亿元，双双较前一交易日明显降低。

三板做市指数昨日开盘后一度小幅反弹， 但很

快转跌并一路缓步下挫， 午后跌幅一度超过了1%，

尾盘才企稳并小幅回升，最终收报1444.14点，下跌

1.02%，成交额仅为4.64亿元，延续上个交易日呈现

缩量下跌状态。

昨日新三板共有161只协议转让股和581只做

市转让股成交，其中的16只股票成交额超过了1000

万元。 其中，联讯证券继续位居成交首位，具体成交

额为9809.78万元， 明利仓储的成交额也达到了

6545.21万元，而东霖食品、慧辰资讯和东海证券的

成交额在3000万元以上。 昨日上涨的265只新三板

股票中，汇元科技涨幅最大，达1599.05%，紧随其后

的东霖食品、瑞达恩、大道信通、天智航和郑州水务

的涨幅超过了100%。 而联赢激光、群雁信息和卓越

鸿昌的跌幅较大，在80%以上。

石墨烯概念强势领涨

□本报记者 王威

受到消息面利好提振， 昨日石墨烯概念股再度

强势爆发，概念指数强势领涨，涨幅超过5%，且量能

也出现了显著放大。

昨日Wind概念板块涨多跌少。其中，Wind石墨

烯指数昨日尾盘加速上扬，表现抢眼，以5.45%的涨

幅位居概念板块的首位。 概念板块昨日的成交额达

222.23亿元，为6月12日以来的新高。

昨日正常交易的14只成分股中，除南风化工以

平盘报收外，其余13只股票悉数上涨。 其中，中超控

股、东旭光电、乐通股份、中国宝安、宝泰隆、方大碳

素、华丽家族和维科精华涨停，中泰化学的涨幅也达

到了8.32%，南都电源、康得新、中航三鑫和江海股

份的涨幅也均在1%以上。

石墨烯概念昨日尾盘爆发主要是受到消息面利

好刺激。为引导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助推传统产业

改造提升、支持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带动材料产业升

级换代，工业和信息部、发展改革为和科技部昨日联

合引发了《关于加快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

见》。 意见明确，要抓住机遇培育壮大石墨烯产业。

到2018年实现石墨烯材料稳定生产，在部分工业产

品和民用消费品上实现产业化应用。 到2020年，形

成完善的石墨烯产业体系，实现石墨烯材料标准化、

系列化和低成本化， 形成若干家有核心竞争力的石

墨烯企业。虽然石墨烯产业长期发展向好，不过分析

人士同时提醒投资者，近期市场谨慎情绪明显回升，

石墨烯概念在本轮反弹过程中涨幅较大， 在利好兑

现后需警惕回调风险。

12月结构行情依然丰富

播种期关注白马成长和跌出来的机会

□本报记者 徐伟平

经历了10月份的震荡拉升，11月的

意外回落， 沪综指重回60日均线附近，题

材热点更是出现显著分化。 步入12月份，

市场走向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多家机

构表示， 投资者需要谨慎波动风险，但

“不悲观” 仍前提，行情的转机可能在12

月中旬，短期市场大幅调整后反而为投资

者布局提供机遇。预计后市场内的结构性

行情依然丰富， 建议投资者关注两个方

向， 一是回调逐步介入优质白马成长股；

二是传统产业“跌出来” 的“预期改善”

机会。

申万宏源证券指出：回调逐步买入优

质白马成长才是第一要务，高股息标的值

得持续关注。 而弹性更大的机会来自于基

本面最为确定的医疗服务和休闲娱乐，以

及景气度较高的环保、新能源汽车、信息

安全和核电等子行业。 当前位置，追逐主

题的快速轮动不如在高景气行业中寻找

业绩确定性高的优质白马，并借回调逐步

左侧布局。 业绩符合预期的白马成长，将

是市场大方向下投资者抱团取暖的最佳

选择。

主题方面，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方案

符合预期，建议牢牢抓住“五个更快” ：地

方国企比央企快，完全竞争的商业类国企

比其他国企快， 试点国企比非试点快，子

公司比集团快，已出整体方案的省份比没

出的省份快，东部沿海省份比没出方案的

中西部快。 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 “十三

五” 规划落地后可能超预期的子领域，特

别关注二胎。 或者自下而上从高增长、高

送转、再融资和员工持股计划诉求等角度

寻找个股。

兴业证券表示，从目前来看，行情转

机最快可能出现在12月中旬，行情调整期

是耐心审慎地为明年布局优质成长型标

的窗口期。 在钱多、经济弱、政府积极利用

资本市场为转型服务的确定性前提下，行

情的系统性风险不大，故仍应保持底限思

维。 但是，短期套牢盘和获利盘的双重压

力，再叠加监管政策对于短期市场风险偏

好的影响，至少12月中上旬行情调整以蓄

势的概率大。

首先，高波动的成长股，涨跌动能都

大， 可以等待杀跌动能缓解之后左侧布

局。成长股仍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改革、

创新驱动的中期行情的主战场。 过去几

年，转型成长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长

股可以通过外延式收购、 不断地加杠杆，

从而推动业绩增长和股价上涨的正反馈。

后续在行情快速调整之后，可以逐步布局

更新更炫的成长股，看好先进制造业（新

能源汽车、核电、高铁、机器人等）、现代

服务业（传媒、健康、体育、文化等）、互联

网等。

其次，传统产业的反弹机会，在此轮

调整后也将迎来“跌出来” 的 “预期改

善”机会。值得趁大盘调整而配置的机会，

一方面，国企改革受益板块，特别是军工、

高铁、电力、电力设备等景气度还好或者

政策还比较友善的行情， 容易吸引人气，

适合在箱体震荡阶段做交易。 区域方面，

在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国企改革的步伐

明显加快。 另一方面， 周期股 “屌丝逆

袭” ，特别是产能去化较快的资源股，比如

钴、铝等。

最后，配置型机会。 一是消费型绩优

股受益于四季度估值切换。 传统的包括白

酒、家电、医药等，消费升级的包括传媒、

旅游、轻工制造等行业的绩优股。 二是维

持稳定高股息率的大盘权重股： 受益于

“打新” 的规则，“类债券” 的特点适合作

为“打新股” 时被动配置的市值，适合拥

有较低资金成本的机构投资进行大类资

产配置。

两融余额两连降 下破1.2万亿元关口

短期波动难撼长期增势

□本报记者 王威

在站上1.2万亿元关口6个交易日后，

两融余额连续下降， 并于上周五遭遇两

个半月以来的最大净偿还额， 并跌破1.2

万亿元关口，报11972.55亿元。 11月两融

余额曾连续十四个交易日净买入， 但上

周内三度出现净偿还。 分析人士指出，虽

然新规的实施以及市场波动的加大，使

得两融市场的谨慎情绪显著回升， 短期

将对两融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扰动，但

并不会改变中长期的增长趋势。 预计12

月在短暂波动后， 两融余额将再度步入

缓慢增长过程， 并有望重返1.2万亿元关

口上方。

融资余额降至1.2万亿之下

上周五伴随着市场大跌，两融余额也

再度出现明显下降， 时隔6个交易日后再

度回到1.2万亿元关口下方。而当日230.33

亿元的净偿还额也创下了9月14日以来的

新高。

截至11月27日，沪深股市融资融券余

额报11972.55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232.73亿元，降幅达1.91%，为9月15日以

来的新高，同时也是11月首次出现连续两

个交易日下降。 其中，沪市两融余额下降

了141.45亿元，报7096.333亿元；深市两

融月报4867.22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回落

91.28亿元。

融资方面，上周五沪深股市融资余额

报11943.08亿元，当日融资买入额在上周

四基础上减少38.23亿元至1094.54亿元，

但融资偿还额较上周四出现增长， 增加

173.75亿元至1324.87亿元。 由此，继上周

四之后，27日再度呈现融资净偿还状态，

具体净偿还额达233.33亿元，为两个半月

以来的新高。

从行业板块角度来看，上周五28个申

万一级行业板块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融

资净偿还。 其中，轻工制造、建筑材料、休

闲服务和食品饮料板块的净偿还规模相

对较小，均在1亿元之下，具体金额分别为

4553.52万元、5279.80万元、5896.38万元

和9836.43万元。 与此同时，非银金融、计

算机、房地产、传媒、交通运输、机械设备、

医药生物和建筑装饰板块成为了上周五

融资净偿还的“重灾区” ，净偿还规模均

在10亿元以上。其中非银金融板块的净偿

还高达45.52亿元， 计算机和房地产板块

的净偿还额也超过了15亿元， 分别达

18.82亿元和16.21亿元。

从个券方面来看，券商股“受灾” 最

为严重，各股票净偿还额均位居前列。 具

体来看， 上周五共有696只标的股遭遇融

资净偿还，其中中信证券、光大证券、兴业

证券、东方财富、太平洋和中国中车的净

偿还额超过了3亿元， 具体金额分别为

4.44亿元、3.58亿元、3.48亿元、3.31亿元和

3.02亿元，另有包括海通证券、广发证券、

长江证券、山西证券等11只标的股的净偿

还额在2亿元以上。 在获得融资净买入的

196只标的股中，中恒集团、正泰集团、盛

和资源、天成控股、福瑞特装、中泰化学、

宁波韵升和梅花生物的净买入额超过了1

亿元。

两融增势难改

自9月30日以来，两融余额便再度步

入增长过程， 从9067.09亿元最高增至

1.22万亿元，11月更是连续十四个交易日

出现净买入的情况。 不过整体来看，两融

余额增速已较上半年明显放缓， 而上周

起两融新规的正式实施以及市场波动的

再度加大， 都将使得两融市场的增速进

一步放缓， 但长期增长的趋势难以发生

逆转。

从上周数据来看， 新规实施对于两

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扰动。 联讯证

券表示，上周开始实施两融新政，数据上

看，融资偿还额降幅有限，但融资买入额

降幅较为明显，导致融资净买入额下降，

表明增量资金尤为谨慎。 另外，在上周五

市场大幅回调刺激下， 存量资金出现加

速偿还。

中信证券则指出，近期融资买入占比

持续下降，11月27日融资买入额占标的券

交易额比例降至18.9%， 而前期高点为

24.6%； 融资买入额占全部A股交易额比

例降至9.6%，而前期高点为14.2%。 此外，

20日日均融资买入额占比增速仍呈下降

趋势。 整体来看，普通投资者加仓热情不

高，短期市场保持谨慎。

不过市场人士普遍认为，虽然短期

来看新规会对两融市场造成一定程度

的扰动，但长期趋势并不会发生改变。

兴业证券表示， 新规目的在于实施逆

周期调节，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 前期清理场外配资阶

段，各大券商已经逐步启动两融降杠杆

进程，在实际操作中融资保证金最低比

例已经升高。 现阶段两融降杠杆对整

个市场的资金面影响有限， 更多的是

心理层面的影响， 中长期而言难改市

场趋势。

■异动股扫描

加码医疗服务

阳普医疗复牌涨停

停牌4个月的阳普医疗发布了定增9亿加

码医疗服务领域，昨日复牌后一字涨停，股价

收报于20.70元，成交额仅为731万元，短期该

股有望保持升势。

阳普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定增9亿加码

医疗服务领域,此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郴州

地区分级诊疗PPP项目” 包括郴州市第三人

民医院院本部改造(PPP)及宜章县中医医院整

体搬迁(PPP)项目。 此次定增将加速公司向医

院管理转型, 推动业务模式从B2B升级为

B2B2C, 即从医疗器械销售向移动医疗技术

支持及医疗服务转变,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分析人士指出，公司尝试介入到医院管理

领域,公司信息化产品与医疗器械有望与医院

管理深入整合,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 此外，

公司停牌时间较长，市场重心有所抬升，复牌

后补涨需求较浓。 从复牌首日的成交额来看，

投资者惜售情绪浓厚， 短期股价有望继续上

行。（徐伟平）

三机构买入华泽钴镍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大幅波动，场内个股也

大幅波动，其中华泽钴镍午后强势涨停，盘后

公开交易显示，三机构入驻该股。

华泽钴镍早盘小幅低开后， 震荡抬升，此

后维持窄幅震荡格局，午后伴随着成交额的放

大， 股价快速拉升，13点40分左右封死涨停板

至收盘，收报于22.50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

华泽钴镍的成交额为13.52亿元， 较此前小幅

缩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华泽钴

镍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三家机构现身，分别

买入9000万元、6749.18万元和5185.77万元，

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和第四位。 昨日卖出华泽

钴镍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恒丰路证券营业部的卖

出金额最大，为6172.64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继六大稀土集团联合限产

报价后，亚洲最大的镍生产商又率队发起削减

镍金属产量，随着供给端的收紧，镍价有望走

稳，短期华泽钴镍有望保持强势。 （徐伟平）

机构博弈华测检测

沪深两市大盘大幅波动，场内个股更是出

现巨震，其中华测检测振幅达到18.19%。 盘后

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机构博弈华测检测的意味

颇浓。

华测检测昨日小幅高开后， 震荡回落，11

点后跌幅一度显著扩大，甚至逼近跌停，最低

下探至23.18元，不过午后跌幅有所收窄，尾盘

更是快速拉升， 股价震荡翻红， 最高上探至

27.79元，尾盘收报于26.69元。 值得注意的是，

华测检测昨日成交额为3.60亿元，较此前小幅

缩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华测检

测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两家机构现身，分别

买入1858.91万元和1116.61万元，排在第二位

和第四位。 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东三环中路

证券营业部的买入金额最大，为2594.10万元。

在卖出华测检测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三家机

构现身， 分别卖出2268.67万元、1691.16万元

和1154.31万元，排在前三位。

分析人士指出，华北地区持续雾霾，环保检

测概念受到资金关注，不过机构博弈意味颇浓，

短期建议投资者等回调后再介入。（徐伟平）

深V反转 3300点现强支撑

昨日沪深两市低开后震荡下行， 午盘加

速跳水，但午后金融板块护盘，题材股热度回

升，市场快速反弹，并于尾盘成功翻红，市场

再现深V反转。

截至昨日收盘， 上证综指报3445.41点，

上涨0.27%； 深证成指报12037.86点， 上涨

0.64%； 中小板综指报12827.46点， 上涨

0.86%；创业板指数报2672.58点，上涨0.87%。

沪深两市昨日分别成交 3875.04亿元和

5966.28亿元，量能环比萎缩。

行业方面，29个中信一级行业指数涨

多跌少。 其中，综合、房地产和电子元器件

指数涨幅居前， 全日分别上涨 3.11% 、

1.96%和1.75%； 国防军工、 交通运输和钢

铁指数跌幅较大， 全日分别下跌2.42%、

1.57%和1.33%。

132个Wind概念指数有90个上涨。其中，

石墨烯、次新股和创投指数涨幅居前，全日分

别上涨5.45%、5.20%和4.44%，锂电池、网络

彩票、 超级电容和PM2.5指数涨幅超过3%；

而航母、 长江经济带和智能物流指数跌幅居

前，分别为2.40%、1.69%和1.53%。

至此，11月A股在经历了快速反弹、震荡

整固和急速杀跌后，以V型巨震收官。沪综指

和深成指11月累计上涨1.86%和4.26%，创业

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分别上涨 7.84%和

4.71%。

12月料先抑后扬 布局优质品种

上周五市场急跌缘于技术调整需求以及

消息面扰动因素共振。持续反弹后，市场一直

没有出现像样调整，连续的突破未果、该调不

调后，获利盘和解套盘压力不断累积，创业板

估值泡沫再度膨胀， 做多动能大量消耗。 因

此，当IPO启动、杠杆监管从严、美联储加息

等消息面利空引爆调整导火索后， 羊群效应

再度引发踩踏式出逃。不过，上周五和昨日早

盘的快速杀跌令做空动能和调整风险得以快

速释放，大盘逼近3300点时金融股强势护盘，

抄底资金进场，显示3300点支撑力度较强。

展望12月， 预计行情将呈现先抑后扬

的格局。 前期受急跌影响，市场风险偏好下

降， 谨慎情绪有所升温， 技术破位亟待修

复，行情不确定性增大；不过，在利率低企、

改革推进、流动性充裕、财政货币双松的大

背景下， 大类资产配置向股市转移的趋势

不变，市场系统性风险有限。 因此，预计12

月前期市场波动将加剧，但不会持续下跌，

将以震荡整固蓄势的方式来寻找新平衡，

期间以事件利好和改革红利驱动的主题性

投资机会还将展开， 但轮动提速， 持续性

弱。

12月后半段， 随着谨慎情绪的修复和利

空扰动的消化，行情有望逐步企稳。 特别是，

随着年底吃饭行情和春季躁动的临近， 做多

意愿将再度回升，展开跨年行情。兴业证券研

报指出，明年一季度行情值得看好，驱动因素

包括经济刺激政策继续，财政加力，叠加降息

降准；改革预期，提升风险偏好；年初投资者

风险偏好高，绝对收益投资者的仓位不高；经

济数据、业绩真空期，重要股东重获“减持”

自由而有意愿做大市值；新股引发的“炒新”

热情等。

因此， 面对短期急跌投资者无需过度恐

慌，如果将投资角度拉长，那么12月上半段的

震荡整固将成为布局春季行情的绝佳时间窗

口。操作上不宜盲目杀跌，短期不妨借助市场

震荡进行波段操作，同时精选优质品种，逢低

吸纳布局春季行情。

蓄势以待 12月步入“冬播” 时间窗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市场呈现深V反转走势，早盘震荡后大幅下挫，沪综指一度逼近3300点，午后快速回升以红盘报收。 上

周五的踩踏式下跌使得市场心态趋于谨慎，做多意愿松动，不过短期急跌令调整风险大举释放，优质品种再现布

局良机。展望12月，短期不确定性提升，多空分歧加大，预计市场将以震荡整固的方式寻找新平衡；鉴于利率下行

背景下大类资产配置向股市转移的趋势不变，市场系统性风险不大，跨年和春季行情可期，12月中后期有望再度

转暖。 因此，12月将是难得的冬播时间窗口，建议轻指数重个股，借回调低吸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