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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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热度不减

机构推荐三主线

□

本报记者 牛仲逸

5月16日，科技股主线有所分化：人工智能板块异军突起，

5G板块回调明显，云计算板块则仍保持着一定市场热度，板块

内博彦科技涨停，此外广东榕泰、美利云等涨幅超5%。

分析指出，云计算产业当前仍保持着快速的增长趋势，为

板块中期向好提供基本面支撑。 而在近期市场情绪修复过程

中，云计算板块以其高弹性受到资金关注。

行业延续高景气

2019年一季度，云计算板块实现营业收入408.10亿元，同

比增长15.31%； 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8.72亿元， 同比增长

5.60%。

据中信建投证券统计，以浪潮信息、中科曙光等为首的服

务器设备供应商为板块一季度业绩提升贡献主要力量，2019

年一季度， 浪潮信息与中科曙光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27.41%、52.62%，验证板块景气度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中科曙

光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主要源于2018年下半年订单在今年

一季度完成确认，扣非归母净利润增速符合一季度业务增长。

浪潮信息归母净利润增速高于营业收入， 近两个季度公司毛

利率持续提升。

此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云计

算整体市场规模达691.6亿元，增速34.32%。 其中，公有云市

场规模达到 264.8亿元， 相比 2016年增长 55.7% ， 预计

2018-2021年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到2021年市场规模将

达到902.6亿元。

2018年中国公有云市场发展热情高涨，一方是阿里、腾讯、

中国电信、金山等先进入者的大步践行，另一方则是后发力者

的高歌猛进，华为、百度、浪潮、京东等均得益于其强大的研发

和生态实力，实现了高达市场平均水平2-8倍的迅猛增长。

关注三主线机遇

4月中下旬以来，科技股行情不断升温，沉寂许久的云计

算板块再度回到市场的主流视野，在此背景下，云计算板块还

有哪些投资机会值得关注？

华创证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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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可能经历增速暂时波动，但行业长期成长趋势不变。 IaaS领

域重点关注浪潮信息、 中科曙光等；SaaS领域重点关注广联

达、用友网络等。

东莞证券表示，对于计算机产业，云计算服务是基于系统

开发的，我国目前使用的云计算系统已实现自主研发，实现自

主替代。 云计算上游的IDC产业的关键设备，在国际上已经取

得一定的优势，关键部件国内也能生产。 建议关注具有核心技

术的相关标的。

兴业证券推荐关注三主线：首先，IaaS未来仍会有巨大发展

空间， 头部公司更有竞争力； 其次， 与IaaS相关的服务产业

链———云迁移、云运维将从IaaS增长中受益，持续增长的上云需

求会带来持续增长的收入；最后，IaaS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头

部公司宣传对大众云意识的提升，可以促进SaaS行业的发展。

需求持续火热

关注钢铁板块补涨机会

□

本报记者 周璐璐

5月16日，A股市场整体呈现出震荡向上的走势， 相比之

下，钢铁板块走势较为坚挺。 截至当日收盘，钢铁（申万）指数

涨2.57%，报2395.25点；不仅大幅跑赢大盘，涨幅也在申万一级

行业指数中位居第二。

回顾钢铁板块今年以来的表现，却是大幅跑输大盘。 分析

机构认为，就4月份钢铁产量来看，钢铁需求回暖迹象明显，叠

加基建、地产需求拉升，钢铁板块将迎来补涨良机。

基建和地产拉升钢铁需求

分析人士指出， 受益于4月份基础设施项目不断开工以及

房地产项目运行平稳，近期钢材终端需求持续火热，且此状况

有望延续。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9年4月份中国钢材产量同比

增加11.5%至10205万吨，创历史最高值。 这也是中国钢材产量

自2016年6月以来第二次突破亿吨。 此外，4月份生铁及粗钢日

产量均刷新历史纪录。

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来看， 会员企业4月产量同

比增长4.64%，显示目前中小企业产量增速较为迅猛。市场分析

认为，中小钢厂多以建筑钢材为主，4月以地产为代表的建筑业

表现强劲，产量大幅增长也就不难理解。

申万宏源在报告中指出指出，2019年1-4月房地产开发投

资累计同比增长11.90%，增速较1-3月提高0.1个百分点，同时

1-4月房屋的新开工和施工面积累计分别同比增长13.10%、

8.80%，增速分别较1-3月提高1.2、0.6个百分点，因此判断地产

投资的高景气将对钢材需求形成较为有力的支撑。

兴业证券表示， 一般来说，5、6月份钢铁季节性消费逐渐转弱，

而就当前情况来看，供给端受环保制约释放有限，钢价整体处

于高位，未来两个月钢铁市场大概率“淡季不淡” 。

存在补涨空间

5月16日，钢铁板块携手有色金属板块领涨大市，这也是钢

铁板块连续第二日跑赢大盘。 该板块31个成分股中仅有1只下

跌，其余全部上涨；包钢股份、金洲管道、大冶特钢涨幅居前。

但今年迄今钢铁板块涨幅仅为9.96%， 远低于上证指数和

深证成指同期18.52%和28.36%的涨幅，板块补涨空间较大。

光大证券指出，近期高炉产能利用率持续走高，仍需高度

关注全国各地环保限产的执行力度以及部委例行查处违规产

能活动的影响力。 钢铁需求稳中向好，经销商库存仍处于快速

去化阶段，对短期钢价构成支撑。 维持钢铁板块“增持” 评级，

建议关注治理水平出众、具备低成本优势、具备高附加值优势

的个股。

国海证券表示，市场剧烈调整后、风险得到释放，板块个股

历经回调后，反倒是较好的介入机会。 A股企业盈利仍在复苏

向上通道中，继续看好后市在调整中向上及钢铁板块的估值提

升机会，推荐低估值、高分红的钢铁个股。

主力资金流出 市场分歧犹存

□

本报记者 黎旅嘉

昨日，两市主要指数集体上扬。 与之相

应，此前一日两融余额方面数据已呈现积极

改善。 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市主力资金却逆

转此前净流入态势，再度流出超百亿元。 这

显示，随着盘面短期回落过后，市场中积极

因素虽初步积聚，但各路资金分歧的显现同

样说明了这一态势短期并不稳固。

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近期盘面“赚

钱效应” 的恢复以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情

绪改善表明随着盘面短期风险快速释放，市

场短期调整或已暂告一段落； 另一方面，从

风险受益比的角度出发，后期盘面向下动能

也已显著弱化。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盘面

中长期向好趋势依旧未变，针对后市，投资

者已可适当积极。

主力资金净流出再现

昨日，两市整体回升，截至收盘，沪指收

涨0.58%， 报2955.71点， 成交额2262.03亿

元。 深成指涨0.37%，报9293.32点，成交额

2960.07亿元。 创业板涨0.33%， 报1533.67

点。

上述背景下，昨日两市主力资金却逆转

此前一个交易日净流入。 Wind数据显示，5

月16日两市净流出主力资金184.71亿元。而

从两融余额方面的数据来看，却又是另一番

景象，最新数据显示两融余额也逆转此前回

落态势，最新报9379.11亿元。

回顾本周盘面情况，个股“赚钱效应”

其实并没有过分降温。 分析人士表示，此前

市场大幅波动，使得A股从年初以来大幅上

涨的调整压力差不多全部释放。短期宏观经

济复苏趋势比较明确，上市公司的一季度盈

利增速也见底反弹， 所以市场在调整后，还

是有望继续维持之前上涨趋势，此时风险收

益比很高，未来市场回升将可能会更多回归

基本面。

而从昨日大盘表现中同样不难发现，连

日积蓄的谨慎心理逐渐趋缓，市场人气有所

恢复；两市继续反弹表明市场短期调整已接

近尾声。而从短期数据来看，随着两市普涨，

短期人气回暖， 成交额较前继续出现微增，

表明风险偏好情绪上扬，大盘有进一步冲高

可能。在大盘短期调整空间基本到位的背景

下，中期看空资金在逐步撤退。

而从资金在板块方面的进出来看 ，

Wind数据显示，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主

力资金净流入的仅为6个， 而净流出的则有

22个。 净流出金额居前的电子、通信板块昨

日净流出金额都在30亿元上方。 可见，在当

下市场背景下，虽然盘面整体向下空间已不

大，但针对部分板块资金显然还有所迟疑。

后市仍可适当积极

有鉴于两融数据滞后性，其对后市参考

意义并不如相对领先的主力资金。而从主力

资金及两融资金近期变动中不难发现，在此

前指数短期快速调整后，由于盘面风险加速

释放，场内外资金虽再度积聚起针对后市盘

面企稳回升共识，但针对盘面后市演绎各路

资金显然还有一定分歧。

从交易策略的角度出发， 银河证券认

为，当资金流入，融资余额增加，成交金额上

涨时，表明市场情绪火热，若不是突增或有

快速消亡趋势的，则可判断股市上涨趋势是

可持续的，可以选择跟随买入。 而对待卖出

时，同样应重点关注市场情绪指标，若是发

现大幅上涨趋势后出现下跌态势，应当考虑

是否是市场情绪过热应当急流勇退。若是上

涨趋势维稳， 则暂时的下跌或许会很快停

止，可以考虑继续持有。

针对上述逻辑，分析人士表示，从近期

盘面“赚钱效应” 的恢复以及其背后所反映

出的情绪改善来看，针对后市，投资者已可

适当积极。

此外，从布局方向上看，华泰证券表示，5

月14日周期/消费相对成长的估值比已经再

次回到2018年1月以来的高位， 显示成长再

次具有相对估值优势。 消费股相对成长估值

快速提升，当前消费/成长PE（TTM）估值比

回到0.78，接近0.8的高位，达到2018年以来

该比值上限区间。从这一角度出发，该机构认

为成长股再次具有相对估值优势， 预计受相

关事件性催化，成长股估值有望继续提升。

板块轮涨明显 行情企稳上行

□

本报记者 吴玉华

从科技到消费，再到资源股，市场的领

涨板块连续切换。 16日，两市低开高走，继

续上演反弹，上证指数上涨0.58%，深证成

指上涨0.37%，创业板指上涨0.33%，有色金

属行业领涨市场，板块内个股上演涨停潮。

分析人士表示，市场加速轮动，局部性

做多的机会逐渐凸显，空头力量正在衰减，

多头力量正在积聚， 后市企稳上行或是大

概率事件。 后市策略建议关注两大方向，一

个是市场主线的龙头， 一个是超跌反弹的

品种，低位个股更具确定性，不要盲目追涨

杀跌。

领涨板块轮动

近两个交易日，两市持续反弹，从日线上

来看，三大指数均已连续三日收阳。 昨日，两

市低开高走，三大指数均取得上涨，上证综指

报收2955.71点， 深证成指报收9293.32点，创

业板指报收1533.67点，在前一交易日明显反

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同时两市成交额达到

了5222.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有所放大。

从昨日盘面上来看，个股涨多跌少，上

涨个股数为2358只，涨停个股数为96只，市

场赚钱效应仍在。 而从行业板块上来看，昨

日申万一级28个行业有24个行业上涨，其

中有色金属、钢铁、建筑材料等行业涨幅居

前，分别上涨3.80%、2.57%、2.16%。 下跌的

4个行业分别是通信、电子、计算机、传媒行

业，分别下跌1.02%、0.75%、0.29%、0.11%。

概念板块中，稀土永磁板块上演涨停潮。

而从近五个交易日的情况来看， 行业板块

中， 食品饮料行业涨幅居前， 累计上涨

10.21%，昨日仍有0.73%的涨幅，仍然保持

稳健态势。 在结合近期热点板块来看，5月

14日通信行业涨幅居前；5月15日食品饮料

行业涨幅居前， 其中白酒板块走势强劲；5

月16日，有色金属行业涨幅居前，稀土永磁

板块上演涨停潮。 从领涨行业板块的持续

性可以看出，市场热点轮动较快。

一方面是领涨板块轮动，另一方面，权

重股也有所发力才是指数上涨的关键，5月

15日， 上证50指数上涨2.16%，16日再度上

涨0.28%，对指数的上涨起到了支撑作用。

银河证券表示，近期市场的波动受不确

定性增长的影响，但目前市场的估值相对较

低，市场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目前市场中的

利空影响较小，目前的市场价格有一定安全

边际，短期震荡或回调是入场或调整配置结

构的机会。

企稳复苏态势显现

此前，市场连续遭遇调整，而近两个交

易日连续上涨，市场企稳态势显现。 分析人

士表示，短线做多的热情明显有所回升，政

策上有明确的支持，情绪上产生了阶段性的

缓和，热点题材正在进行发酵，指数上有蓝

筹股在发力助推，市场目前只要不出现其它

大级别利空，企稳运行态势基本确立。

而从本轮市场的调整来看，上证指数从

4月22日的高点3279.49点到5月9日最低的

2845.04点，调整幅度达到了13.25%。 从历

史上来看，牛市第一阶段上涨后指数回调的

幅度往往在10%-14%之间，这意味着本轮

调整较为充分。

联讯证券就表示， 回顾过去几轮牛市，

在经历第一波快速上涨后， 都会迎来调整，

调整幅度在15%左右。 如果以沪指2838点

为基准，本轮调整幅度接近14%，已经较为

充分。 但考虑到本轮市场见底后，存在一些

特殊性：一方面，政策的刺激力度要弱于以

往周期；其二，外部环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这就决定了本轮市场的调整时间可能要

长于以往，预计会持续1-2个季度。 虽然调

整是这一阶段的主旋律，但也是风险与机遇

并存，要勇于调整仓位结构，为市场进入慢

牛第二波上涨（复苏加速期和行情甜蜜期）

布局。

此外，资金面也已开始企稳，从北上资

金来看，Choice数据显示，此前，北上资金

连续6个交易日净流出， 其中5月14日更是

净流出109亿元，创历史次高，但在5月15日

北上资金净流入9.07亿元，已初步呈现企稳

态势。而近期持续减少的融资余额也有企稳

迹象，此前融资余额连续11个交易日减少，

但在5月15日，融资余额增加1.66亿元，在市

场上涨之时，融资客首先选择了加仓而非减

仓，反映了融资客乐观情绪回升。

同时随着MSCI纳入因子提升生效日

期的临近，增量资金在途，中银国际证券表

示，年内还将扩容两次，增量资金超700亿

美元。 短期受外围冲击影响，外资获利了结

持币观望意愿强烈，需密切关注增量资金入

场预期发酵的时间窗口。 受外部冲击影响，

人民币短期出现回调。叠加A股市场来到动

能切换的过渡期，市场遭遇深度调整，外资

获利离场愿望强烈。但外资持续流入的大势

不会因短期的波动而扭转，待目前的风险因

素消化完毕，市场情绪有望在外资持续入场

的背景下再次走强。

关注核心资产

对于后市，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

德伦表示，短期来看，5月份市场仍将处于调

整、震荡的格局。 外部因素存在较大变数，投

资者避险情绪加重。 中期角度，超预期规模

减税降费使得盈利底部提前到来。 2018年四

季度可能是盈利周期底部。 但考虑到政策出

台到财报数据显示存在时滞，底部可能继续

停留一段时间。长期来看，A股历史上第一次

“长牛”可能正在慢慢孕育。 资本市场定调

“牵一发而动全身” ， 注重间接融资向直接

融资倾斜；中长线资金正在进入市场。

安信证券表示，市场目前风险收益比呈

中性，下一轮行情展开的契机应在于改革预

期强化及对经济及盈利的悲观预期修复。

从驱动因素看，下一轮展开的行情之市场特

征与春季行情不同，将是舒缓的，如不出现

估值显著调整，完全可以徐徐图之，无需急

于左侧出手。

就市场配置角度，王德伦表示，当前市

场机会应聚焦于“龙凤呈祥” 。“龙” ，中国

改革开放40年沉淀下来的一批传统经济发

展的优质资产、全球顶级公司，可关注“核

心资产50” 、“核心资产100” 组合；“凤”

者，科创板推出，新兴成长方向将迎来新的

估值“锚” 。 可关注“大创新50” 、“大创新

100” 。

安信证券表示，配置重点在内需、弱周

期性行业、估值低于历史均值优先。

银河证券表示，从估值与业绩匹配来说，

银行、煤炭、钢铁、医药相对性价比更高，防御

性较强。 短期震荡期间优配受海外因素影响

较好、有产业政策支持、明确利好的主题及标

的。 中长期看成长主线，优配金融+消费。

■

券商观点

长江证券：寻求确定性

A

股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包括

MSCI

持

续扩容、“入富”等，是全年值得期待的确定

性事件， 外资有望成为今年最为重要的增

量资金。

4

月货币金融数据不及预期，叠加

关税开始征收， 关注央行货币政策的边际

变化。伴随前期利好逐渐兑现、二季度通胀

隐忧渐显，当前市场进入震荡波动阶段，关

注

MSCI

比例提升、科创板正式推出对市场

走势和结构的影响。

关注投资者结构变化。参考韩国、台湾

经验， 两地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均随着

“入摩”过程的推进而得到提升，表现为外

资持股市值比例变大、 与全球大型指数联

动性增强、 市场换手率和波动率下降和投

资者结构的变化。 当前国内政策和制度逐

渐向机构投资者和长线资金倾斜， 伴随金

融供给侧改革以及注册制试点的持续推

进，

A

股投资者结构已经出现了边际变化，

中长期有利于促进股市稳定健康发展，减

少“追涨杀跌”现象，价值博弈投资风格有

望强化。

行业配置方面

,

市场波动之中建议重

视结构性机会。 首先，关注

MSCI

比例提升

和通胀抬升背景下的相关机会， 部分消费

和金融板块的阶段性配置价值；其次，全球

避险情绪提升，关注贵金属、军工等方向；

最后，近期加速调整之后，伴随科创板正式

上市临近， 可以考虑重新布局科技创新主

线，建议自下而上精选优质个股。（吴玉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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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主力资金流向情况

日期 主力净流入家次

主力净流

出家次

主力净流入额(万元)

2019-05-16 1381 2204 -1,847,132.89

2019-05-15 2037 1546 1,318,778.69

2019-05-14 1116 2466 -1,694,876.75

2019-05-13 929 2652 -4,022,267.16

2019-05-10 2166 1418 2,427,092.98

2019-05-09 1037 2546 -2,802,761.30

2019-05-08 1364 2213 -1,828,866.69

2019-05-07 1310 2267 -1,124,020.74

2019-05-06 348 3227 -7,932,548.58

2019-04-30 1269 2283 -2,042,313.22

2019-04-29 748 2820 -4,741,933.80

2019-04-26 927 2650 -3,119,340.08

2019-04-25 625 2954 -7,217,487.50

2019-04-24 1205 2382 -1,807,914.72

2019-04-23 857 2728 -4,855,143.75

2019-04-22 793 2793 -7,089,043.91

2019-04-19 1247 2340 -2,143,2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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