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名称 现价 涨跌幅 换手率 成交金额（万元） 年初至今涨跌幅 总市值（亿元）

600684.SH

珠江实业

5.02 10.09% 1.61% 6886.51 15.40% 42.84

000088.SZ

盐田港

6.46 10.05% 1.61% 20018.93 29.20% 125.47

601228.SH

广州港

4.84 10.00% 2.54% 17651.29 22.22% 299.75

001872.SZ

招商港口

18.05 9.99% 3.21% 26686.22 20.17% 306.67

000507.SZ

珠海港

8.28 9.96% 7.81% 49454.87 25.45% 65.37

002060.SZ

粤水电

3.43 9.94% 4.94% 20367.12 26.10% 41.24

600162.SH

香江控股

2.66 9.92% 3.11% 24391.14 22.02% 90.42

600185.SH

格力地产

4.83 7.10% 2.90% 29105.4 19.26% 99.5

盐田港高开涨停

2月19日，在消息刺激下，以港口股为

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概念股开始了集体涨

停。 其中盐田港早盘大幅高开后放量涨停，

全天成交2亿元。 截至收盘，盐田港涨停板

上还有4.25万手封单封住涨停。值得注意的

是，近六个交易日，盐田港成交量相较此前

出现明显放量，区间累计涨幅达24.23%。

数据显示，昨日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指数

跳空高开，放量大涨，截至收盘，Wind粤港

澳大湾区成份股中除沙河股份、恒基达鑫、

华联控股外悉数飘红。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概念股的后市机

会，东方财富证券指出，作为我国开放程

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

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

略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指出， 要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在港口、空港和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

设施上加强互联互通。 从这一角度来看，

湾区基础设施建设有望提速，交通、能源、

信息、 水利等相关标的均有较大想象空

间。 （黎旅嘉）

中国人保涨停打开

昨日，保险板块整体上行，早盘涨幅更

是一度居各板块前列。 不过，在昨日大盘的

冲高回落中，截至收盘，保险板块涨幅也出

现了一定程度收窄。

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早盘， 保险板块

内， 中国人保、 西水股份一度双双触及涨

停， 中国人保也实现了上市开板以来的首

度涨停。 不过截至收盘，中国人保涨幅已收

窄至8.01%。

在去年年末的一波回调中，保险板块走

势相对疲弱，估值回落明显。 但由于板块基

本面整体向上趋势未变，已受到部分长线价

值投资者的认可，自年初以来板块整体升幅

显著。 后市基于真实市场需求的行业高增

长，板块未来表现同样值得期待。

而从中国人保自身来看， 兴业证券表

示， 人保财险业务市场份额长期以来均居

于行业第一， 高基数和激烈的竞争下保费

增速在2015年之前与行业平均增速差距较

大，从2015年开始，由于公司加强对标市场

和加大销售费用的投入， 保费增速开始逐

渐与行业增速持平，稳定市场份额。 此外，

公司的综合成本率相对较低， 长期保持良

好的盈利状态。 2018年四季度和2019年在

“报行合一” 的自律公约下，利润有望逐步

改善。 （黎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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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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慎情绪再现

两市净流出超200亿元

□

本报记者 黎旅嘉

周二，两市整体分化。一

方面， 两市各主要指数中多

数收阴；另一方面，上证指数

在盘中出现明显回落后尾盘

再度“翻红” ，展现出较强的

韧性。 不过， 从资金数据上

看，与前期相较不难发现，随

着谨慎情绪再起， 资金方面

还是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走弱

迹象， 净流出金额阶段以来

首超200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从近日

盘面来看，一方面，由于市场

参与意愿渐升，成交量方面有

所放大，相较此前，资金净流

入规模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增

长。 另一方面，自阶段低点以

来市场已累积一定升幅，随着

行情的纵深扩展，市场主体间

分歧也有所加大，在行情行至

此前阻力位附近，资金做多意

愿已不如此前坚决。

净流出态势重现

昨日沪深两市整体冲高

回落。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

2755.65点，涨0.05%；深证

成 指 报 8440.87 点 ， 跌

0.07%；创业板指报1406.04

点，跌0.53%。

整体来看， 随着反弹行

至前期压制位附近，市场内各

路资金博弈有所加剧， 净流

入、净流出状态交替出现。 上

周五以来两市净流入流出规

模 分 别 为 -198.71 亿 元 、

174.17亿元、-211.16亿元。分

析人士表示，这一动向既是在

持续反弹后，投资者对未来走

势不确定在盘面中的直观反

应，也是由于自底部获利较大

的部分资金在近期出于锁定

收益的要求而进行的获利了

结及自发减仓所致。

节后以来， 两市整体的

持续回升与资金整体呈现的

净流入渐增、 净流出缩窄间

密不可分。不过，随着两市净

流出再现， 近期资金在多数

板块上也再度呈现净流出。

从昨日资金在板块方面

的进出来看，Wind数据显

示，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出

现主力资金净流入的仅有3

个，即便是净流入金额居首的

银行板块净流入金额也未超

过2亿元。 相较之下，包括电

子、通信、生物医药等在内的6

个板块出现超过10亿元以上

的主力资金净流出，其中净流

出金额最大的电子板块净流

出金额达到46.13亿元。

轻指数 重个股

市场人士强调， 当下市

场中其实不乏热点板块和概

念。 此前OLED、5G等争奇

斗艳，吸引不少投资者注意。

不过反弹行至当下， 投资者

更为关注的其实是热点方面

的持续性。

自现实层面出发， 从上

周五以来近三个交易日的情

况来看， 两市回升至相对高

位后的震荡表明， 各路资金

对反弹的未来走向及热点的

演绎显然已出现分歧。 从盘

面反映出的情况来看， 经过

节后首周的普涨行情后，结

构性分化或将是未来一段时

间市场的主要演绎方向。

针对后市，从交易的角

度来看， 万联证券表示，未

来一个月，在利好事件催化

下，投资者情绪有望持续回

升，继续触发市场的持续反

弹。 短期市场受到社融数据

企稳的刺激，投资者情绪有

望受到提振，春季躁动行情

仍将继续演绎。 不过，由于

M1增速仍在回落， 经济增

速企稳的预期没有完全形

成，市场中长期向上突破的

时点可能仍需等待，指数向

上运行的空间也受到限制。

短期市场继续窄幅区间震

荡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继

续轻指数，重个股。 市场热

点方面， 从性价比角度来

看，前期涨幅相对较小的优

质科技成长股有望继续获

得场外资金青睐。 此外，次

新股和券商股可以作为节

后市场反弹的β品种。

融资余额回升 两市重现分化

□

本报记者 黎旅嘉

周二两市走势出现一定

分化， 板块方面也涨跌不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路资金在

周一大涨过后重现分歧。不过

相比两市主力资金的踌躇，从

最新两融方面的数据来看，融

资客看多后市的热情依旧。截

至2月16日，沪深两融余额报

7451.87亿元，攀上7400亿元

关口上方，其中，两市融资余

额报7374.87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虽然上

周后两个交易日两市出现调

整迹象， 但由于盘面回升态

势未改， 获利压力依旧对上

行构成一定牵制， 而最新一

期两融数据反映出的融资客

加仓预期未减， 对于后市上

行的依旧有所预期。

融资余额继续回升

虽然在持续回升过后，

昨日两市指数方面出现分

歧。但不难发现，市场中风险

偏好改善的预期依然较强，

特别是上证指数尾盘仍以

“翻红”作收。这表明各路资

金看多意愿依旧不减。 最新

两融数据也显示，截至2月16

日，沪深两融余额报7451.87

亿元，延续了此前升势。

整体而言，从近期资金方

面反映市场情绪方面的改善

来看，各路资金对于多头格局

的持续依然心怀期待。 从两融

结构方面而言，一方面，融资余

额自阶段低点回升以来可谓

是节节攀高，最新报7374.87亿

元。 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

是，融券余额也有所升高。 这

显示出，反弹行至当下多空双

方对后市走向已有一定分歧。

分析人士认为，上述现

象既从一个侧面说明包括

两融资金在内，整体市场参

与氛围随着盘面回升同步

出现好转。 但随着节后行情

朝向纵深发展，包括成交量

在内的一系列反映市场参

与的数据出现改观的同时，

空方力量同样有所回升，在

市场情绪普遍乐观的背景

下仍有部分资金相对谨慎。

不过， 相较于其他资金

而言， 两融资金的敏感性较

高。 从这一角度来看，虽然反

弹行至当下市场参与主体间

显露出一定分化，但市场回升

的势头其实并未发生根本性

变化。从两融整体和结构方面

的变化来看，由于此前较长时

间的回调，被压抑已久的做多

热情释放将有望继续对市场

上行产生正向影响。

警惕市场分化

市场人士指出，显然，近

期两融变动主要动力仍然来

自指数回升过后高涨的市场

情绪， 虽然场内主力资金及

两融为代表的杠杆资金的行

为或多或少都带有“顺水推

舟” 的意味，但整体来看，各

路资金看多做多的意愿显著

回升。从这一角度来看，偏高

的市场情绪后市仍有望持续

正向作用于反弹行情。

分析人士表示， 从本周

以来的行情来看， 虽然指数

方面行至前期压制位过后踌

躇不前。但整体而言，从融资

余额以及交易活跃度的上升

来看，投资者无需过度悲观。

一方面， 市场情绪已出现好

转， 资金参与积极性也已被

调动， 未来盘面将大概率维

持强势格局依旧是市场主流

观点。其次，结合近期融资交

易活跃度及市场整体风险偏

好来看， 市场风险偏好同样

也已出现积极改善， 市场活

跃品种及热点也已从此前防

御类板块逐渐扩散至进攻性

板块。不过，在行情持续回升

过后的当下， 由于自底部获

利筹码较多，抛压逐渐增大，

投资者同样也需对可能的回

调有所警惕。

牛市论再起：风动还是幡动

□

本报记者 牛仲逸

19日，国内某大型券商抛出“当期位置

就是A股牛市的起点” 的观点，引发市场热

议。 而近期记者与多名投资者交流时，明显

能感觉到对方的亢奋情绪，甚者有人把这一

波上涨和2014年底牛市的开端进行对比。

“当前对于牛市问题，不是风动，也不是

幡动，而是仁者心动。”一市场人士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其实不管牛市来不来，不断

上涨就是最大的利好。

量能尚存隐忧

19日，A股三大股指涨跌互现， 其中沪

指上涨0.05%，收报2755.65点；深证成指下

跌0.07%， 收报8440.87点； 创业板指下跌

0.53%，收报1406.04点。

“春节和亲戚好友相聚时， 根本没人谈

股市，可这两天好几个朋友问我股票，向我

推荐股票的人也明显多起来了。 ”有投资者

表示。 的确，近期A股有点火，春节后的7个

交易日，沪指累计上涨5.25%，创业板指上涨

10.59%。

“牛市都是回过头看才恍然大悟， 第一

次喊的往往都不对。”上述投资者认为，事实

上，2014年9月任泽平高喊 “5000点不是

梦” 时，离2013年6月沪指创下1849点阶段

低点已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当前市场最大

问题还是量能问题” 。

19日，两市合计成交额超过6000亿元，

达到6058亿元，创下2018年3月以来新高。

“历次出现成交额扩张速度高于市场存

量增加速度时，市场潜在风险会相应增大。”

东北证券策略分析师许俊表示，此前市场交

易情绪一直较为温和，尤其在春节前的市场

演绎过程中。而在春节之后市场交易情绪逐

渐升温， 市场成交额以及换手率大幅上升。

交易情绪升高需要更强的资金流入来支撑，

而资金的流入正处于节后惯性回流中，幅度

上要慢于成交额的扩张。

与此同时， 若以沪指为例，2018年下半

年以来的几次反弹中，当成交金额达到2000

亿元之后， 后续往往难以为继。 2018年7月

24日沪指成交金额为2287亿元，之后开始持

续回落。 2018年10月中旬始于2449点的反

弹，期间成交金额最高达到2079亿元。 当然

市场对量能要求并非一成不变，且当下市场

环境与之前也有较大变化。

许俊进一步表示，节后反弹是北上资金与

两融资金共振，叠加春节后存量资金回流共同

驱动，季节性效应越往后影响越弱。 目前市场

还未出现趋势性的增量，而市场交易情绪已经

偏热，前期低迷的风险偏好修复已较充分。

华鑫证券策略分析师严凯文表示，短期

由于指数上涨过快， 后期倘若量能无法持

续，后市或有一定波动。

春季行情超预期

近日，中信建投发布《牛市起点》策略

报告，指出“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调整为股

票>信用债>本币>商品>国债， 当期位置就

是A股牛市的起点。 在近期回调过程中，建

议投资者全面提升仓位。 ”

A股牛市真的来了吗？

对于近期A股行情，市场更多定义为超

预期的春季躁动。 “躁动” 的诱因来自整体

估值处历史底部、 短期基本面数据真空、无

风险利率快速下行以及强政策预期等方面。

“超预期” 则来自修复行情主逻辑得

到强化。 国都证券策略分析师肖世俊表示，

这主要体现在， 宽货币宽信用效果逐见成

效、资本市场制度改革正加快推进落实、以

美联储为首的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趋于

宽松等。

财通证券分析师马涛表示，“这波行情

主要还是由流动性推动” ， 短期基本面数据

真空， 外资持续流入+央行超预期降准推动

了最初的上涨，后期机构和散户增量资金的

涌入使得行情进一步延续，流动性已经成短

期市场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抛开“牛市论” ，下一阶段A股将如何

运行？

“2月底至3月初第二波春季躁动或将

进入阶段性调整。 ”华泰证券策略分析师曾

岩表示。

马涛表示，未来市场的上涨行情更多可

能是脉冲式的。 在增量资金的持续涌入之

下，市场的预期可能会变得比较乐观，在缺

乏基本面证伪的情况下，市场的上涨行情有

望延续。“未来市场的节奏可能是：增量资金

大幅进入推动市场快速拉升，然后大幅波动

进行调整，静待基本面情况。 如果基本面没

有证伪行情， 那么增量资金有望进一步涌

入，从而推动股市进一步上涨。 ”

小票阶段占优

在OLED概念带动下， 近期A股科技股

行情升温，同时蓝筹板块也有不错表现。 在

市场风险偏好全面提升背景下，有哪些品种

值得关注？

川财证券策略分析师邓利军表示，A股

市场节后表现强势。 短期来看，加大民营企

业贷款、上交所将推出G60指数、折叠屏手

机将推出及外部因素转暖等内外因素，将持

续提升A股市场风险偏好；但贷款结构仍偏

差、短期经济压力仍在，以及情绪指标接近

震荡高点等显示反弹进入后半段。 建议以冲

高逐步减仓和换仓为主，优质成长股和稳增

长相关的蓝筹仍是主线。

国金证券表示，考虑到当下A股大多数

领域的市场份额向行业龙头集中的趋势并

未发生改变，大市值龙头个股仍将表现出超

额收益。 行业上主推外资青睐的大金融(银

行、券商、保险)板块，其次受益于煤价下跌

的火电板块，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设备类板

块，如电气设备、通信等。 另外主题投资上，

推荐人工智能、5G产业链、新能源、创投等。

光大证券表示，2月份市场风格中小创

有望阶段性占优。 1月份中小创因业绩不确

定表现平平，存在滞涨，业绩预告发布完毕、

业绩增速创下新低后，伴随利率和监管边际

放松，有望修复此前过度悲观预期。

热点迭出引震荡 大湾区概念股保持强势

□

本报记者 吴玉华

昨日两市冲高回落，板块与个股表现

精彩纷呈。 首先是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板块

上演涨停潮后走势有所分化，随后盘中经

历了大金融板块的崛起带领两市冲高，午

后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跳水与题材股

的冲高回落引发两市下跌，尾盘则随着航

天军工概念板块的走强使得市场震荡上

扬， 总体上两市呈现宽幅震荡的运行格

局。 从这一角度上来看，分析人士表示，沪

指短线在2800点下方蓄势整固的可能性

较大，创业板指围绕1400点震荡整理的可

能较大。

大湾区概念股保持强势

近期市场题材股持续活跃，对市场情

绪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昨日，随着《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的正式出台，

粤港澳大湾区指数全天保持强势，收盘上

涨4.17%，早盘涨幅一度超过7%。

昨日，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板块成交额

达到了86.5亿元， 板块内珠江实业、 盐田

港、广州港、招商港口、粤水电等多股涨

停，收盘未涨停的格力地产、岭南控股、南

山控股等均在盘中触及涨停。 除涨停个股

外，也出现多只个股冲高回落，板块内个

股分化较为严重，昨日早盘一度上涨超过

5%的华联控股收盘下跌1.72%，早盘涨幅

超过6%的恒基达鑫收盘下跌1.44%，早盘

涨幅超过7%的沙河股份收盘下跌0.44%。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概念股，长城证券

策略分析师汪毅表示， 由于时间较长，此

前资金已经在粤港澳大湾区概念里反复

炒作，但是规划出台迟于市场预期，使得

择时较为困难，为相关个股的上涨留下了

空间。 直到上周粤港澳大湾区总体规划公

布时点出台之后，相关个股有了比较明显

的表现， 叠加此次大盘整体的强劲反弹，

许多相关个股已经到达一轮主题炒作行情

的较高位置， 接下来参与的短期性价比逐

渐下降， 可关注强度会持续超预期的珠三

角发展后六座城市、“一带一路”和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的催化或者市场对于区域性规

划主题投资热情高涨之后 “一带一路” 和

长三角本身的投资机会。

热点迭出引震荡

在粤港澳大湾区概念股保持强势的

同时，昨日还出现了其他热点板块，如大

金融板块，陕国投A、安信信托、熊猫金控、

民生控股、绿庭投资涨停，保险股西水股

份涨停，中国人保盘中一度涨停，收盘上

涨8.01%，券商板块也盘中崛起，盘中板块

涨幅一度超过3%，收盘上涨0.81%。

从券商板块的冲高回落幅度也能

感受到昨日市场的震荡幅度不小 ，同

时，昨日午后市场还伴随着医药板块和

食品饮料板块的跳水进一步引发市场

的震荡下跌。

在多个板块上演冲高回落行情后，昨

日午后，OLED概念股开始活跃， 华映科

技、佛塑科技、锦富技术均在午后走强并

涨停，OLED概念指数也从盘中一度下跌

1.77%到收盘上涨0.63%，上演深V行情。

除多元金融和OLED概念股表现突出

外，航天军工概念板块也出现走强，申万

国防军工行业指数尾盘直线拉涨，最终收

涨1.79%，位居行业涨幅第一。

国海证券策略分析师陈晓朋表示，

短期市场可能需要整固。 与绩优股的上

涨模式不同的是， 主题催化型的超跌低

价股的上涨通常具有涨速快、 短期涨幅

大等特征， 这一特征会在短期内快速集

聚市场人气， 带来较高的换手率和成交

量，但是通常在短期实现较大涨幅之后，

过于集聚的资金获利离场则会为后续行

情带来明显分化。

云计算概念逐步活跃 产业链机遇关注两主线

□

本报记者 牛仲逸

春节以来，受益科技股行情升温，云计

算板块逐步活跃。2月19日，云计算板块内中

国软件盘中一度涨停，生意宝、深南股份、蓝

盾股份等个股涨幅也较为显著。

分析人士指出，云计算产业处在快速增长

期，产业链某些环节需求增速短期波动不改长

期成长趋势，建议积极把握中长期投资机遇。

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期

云计算作为信息技术发展和服务模式

创新的集中体现，是信息化发展的重大变革

和必然趋势，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石。

据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测算，预计到

202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直接产业规模将达到

万亿元规模。 中国电子学会发布数据显示，

2018年，仅30.8%的国内企业采用了云服务，其

中19.8%的企业选择公有云；而在美国，80%的

企业已使用云计算。因此我国云计算与实体经

济的结合还并不普遍。 云计算市场前景可观。

华创证券计算机行业分析师陈宝健表

示，“我国云计算处于快速发展期，市场空间

广阔。 ” 从国内市场规模来看，2017年中国

公有云市场246亿元，仅为美国的1/5；渗透

率为3.3%，仅为美国的1/3左右，具备极大发

展潜力。 从市场格局来看，IaaS领域阿里云

已跻身全球第三， 但其收入规模与AWS、

Azure相差甚远，成长空间巨大。 因此，从发

展阶段来看，美国企业IT设施大规模云化领

先中国数年时间， 目前仍呈现快速增长，中

国在接下来数年快速增长仍有望持续。

天风证券则表示，云计算将颠覆原有IT

产业格局，有望成为2019年真正爆发式成长

创新的细分领域。

机构看好私有云

云计算概念作为科技板块中的重要细

分领域之一，在市场上历来关注度较高。 云

计算产业渐已呈现全面爆发之势，那么面对

巨大的产业空间，投资者该如何配置？

“重点推荐两类标的， 一是高景气行业

优质公司，二是重视基本面良好的显著低估

值标的。 ”陈宝健表示，从产业链构成来看，

IaaS服务提供商就向寡头格局发展，但在芯

片、服务器、IDC等环节的产业机遇亦不容忽

视，而SaaS的通用和行业型公司也存在各自

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我国云计算下游需求

达到较大体量并保持快速增长对产业链的

拉动作用将更加可观。 从爆发增长期切换至

快速成长期可能经历暂时波动，但行业长期

成长趋势不变。

方正证券表示， 我国云计算行业已经经

历一轮快速成长期，但主要是公有云，尤其是

互联网和C端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随着互联

网增速放缓，2018年云计算厂商和行业客户

都开始意识到B端互联网和云计算的市场机

会开始到来，阿里云、腾讯云等行业巨头通

过与细分行业龙头的股权合作， 进一步深入

到产业互联网的建设中来。 由于对数据的安

全性、私密性的重视，公有云很难成为政府和

大B端客户，上云用云的最终选择，当前我国

市场上私有云市场规模仍大于公有云且保持

稳定增长。另一方面，Wikibon等研究机构纷

纷看好私有云混合云前景。 2B产业互联网包

罗万象， 市场才刚刚起步，“科技新基建”的

提出将成为进一步的投资驱动力。

部分粤港澳大湾区概念股市场表现

2月19日大盘热点轮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