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股“V” 型反转 机构看好持股过节

本报记者 吴玉华

昨日，两市探底回升，三大股指上演“V” 型反转。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上涨0.28%，深证成指上涨1.08%，创业板指上涨1.37%。

分析人士表示，近期指数波动较快，但市场基本面仍然向好，创业

板走势明显强于主板，预计科技股领衔的结构性行情仍会继续。

股指“V” 型反转

昨日早盘快速下跌后，三大指数展开集体上攻，截至收盘，上

证指数上涨0.28%， 报3060.75点； 深证成指上涨1.08%，报

11072.06点；创业板指上涨1.37%，报1993.90点，昨日尾盘创业

板指一度站上2000点。 成交方面，昨日沪市成交额为2784.57亿

元，深市成交额为4295.31亿元。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昨日上涨的板块有15个，其中电

子、 电气设备、 计算机板块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3.57%、2.23%、

1.57%；在下跌的13个行业中，纺织服装、农林牧渔、医药生物行

业跌幅居前，分别下跌1.88%、1.68%、1.45%。

概念板块中，国家大基金、光刻胶、锂电负极等昨日涨幅居

前，青蒿素、维生素、黄金珠宝等跌幅居前。 昨日，Wind国家大基

金指数上涨6.36%，18只成分股股全线上涨， 其中安集科技涨幅

最大，达到13.54%，晶方科技、汇顶科技、通富微电、雅克科技涨

停。

科技板块是昨日市场最大亮点，晶丰明源、长信科技、龙软

科技、芯源微、安恒信息、中微公司、麦迪科技、兆易创新、深信

服、汇顶科技、晶方科技等多只科技股创下股价历史新高。

对于科技板块，方正证券表示，2020年将涌现出精彩纷呈的“成

长牛” 机会，而走出“成长牛” 的关键是形成长期向上的产业发

展趋势，目前科技行业已经显露这样的迹象。参考4G移动互联网

浪潮的发展经验，该机构认为，5G产业新技术发展目前还处在十

分前端的位置， 未来还将经历一段基础建设期和深入发展扩散

期，但由5G产业长期向上趋势已经明确。 预计2020年5G基站建

设加速以及5G手机换机潮开启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增量资金有望持续流入

Wind数据显示，昨日北向资金净流出7.64亿元，其中沪股通

资金净流出7.71亿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入0.07亿元。 但2020年以

来，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金额达501.53亿元，1月上旬持续实现净

流入，直到近两个交易日随着市场的调整和波动转为净流出。

另外，1月A股两融融资规模总体呈现攀升格局，Wind数据

显示，截至1月21日，两市融资余额为10444.39亿元，1月以来融

资余额累计增加389.34亿元。

也就是说，2020年以来，“北上” 资金和两融融资增量接近

900亿元。

此外，近期爆款基金频现，市场上出现了交银内核驱动混合

基金、广发科技先锋基金、交银科锐科技创新混合基金等多只爆

款基金。 梳理基金发行公告发现，截至1月17日，2020年以来，全

市场有16只主动权益基金的募集规模超过2300亿元，14只引发

市场高度关注的权益基金成立规模合计达到571.2亿元，其中，汇

添富大盘核心资产混合4天募集113.2亿元，成为今年以来成立规

模最大的主动偏股基金；景顺长城品质成长募集3天成立规模达

到67.22亿元；1月13日成立的交银内核驱动混合基金，一天“吸

金” 500多亿元，配售比例仅为11.06%。

海通证券认为，2020年A股净流入规模有望超1万亿元。 这

些资金主要来自：1.散户资金预计流入6000亿元，杠杆资金预计

流入4000亿元；2.公募基金预计流入1100亿元，私募证券基金预

计流入600亿元，基金专户预计流出4360亿元;3.银行理财预计

流入1570亿元，券商资管900亿元，信托2150亿元;4.保险类资金

预计流入6000亿元;5：外资预计流入3000亿元。

机构看好后市

1月以来， 上证指数累计上涨0.35%， 深证成指累计上涨

6.15%，创业板指累计上涨10.89%，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上涨明

显，近几个交易日上证指数有所调整。1月23日是春节长假前A股

最后一个交易日，持股还是持币的问题摆在投资者面前。

对于持股还是持币，机构较为看好持股过节。

国信证券统计过去十年春节前后A股市表现发现： 第一，A

股春节效应显著，节前节后市场上涨概率大；第二，从涨跌幅来

看，过去十年“春节红包” 具有显著的低风险、高收益特征；第

三，从各行业表现情况来看，申万各一级行业在春节前后5个交

易日的上涨概率均在50%之上；从各行业涨跌幅的绝对值数据来

看，过去十年有色、电子、计算机板块表现总体较好，而金融板块

表现较为靠后。 总体来看，多数情况下A股市场在春节前后的表

现是比较不错的，因此从概率的角度看，市场表现确实存在着较

为显著的“春节效应” 。

长城证券表示，从历史情况来看，往年春季行情持续时间大

多是2-3个月。 当前春季行情逻辑未变，预计上涨走势有望延续

至3月。 目前经济数据及企业盈利复苏预期较强，风险溢价存在

下降空间。 参考历年春季行情的平均涨幅，市场后续仍存在继续

上涨空间。

中金公司表示，受春节长假前流动性因素影响，部分投资者

选择在累积一定收益后提前获利了结，但这并不影响A股市场未

来3-6个月走势偏积极的主基调。 布局方面建议周期与成长兼

顾，主要关注以下三大领域：第一，部分低估值、下行风险小、有

潜在上行空间的周期板块，如地产、建材、券商等；第二，消费板

块中相对落后的低估值板块，如家电、家居、酒店旅游、汽车等；

第三，科技及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偏高端制造业龙头，如科技、

新能源车产业链、资本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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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北向资金成交净买入（亿元） 沪股通成交净买入（亿元） 深股通成交净买入（亿元）

2020-01-22 -7.64 -7.71 0.07

2020-01-21 -71.28 -42.03 -29.26

2020-01-20 41.93 12.50 29.43

2020-01-17 35.21 18.38 16.83

2020-01-16 38.47 15.72 22.75

2020-01-15 10.44 -4.97 15.41

2020-01-14 34.28 20.51 13.77

2020-01-13 77.10 25.75 51.36

2020-01-10 29.58 14.94 14.64

2020-01-09 75.51 32.61 42.90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91.48 91.64 -0.16 -0.18

商品期货指数 1068.11 1066.53 1068.11 1056.16 1068.43 -1.9 -0.18

农产品期货指数 879.57 877.28 879.62 868.02 878.56 -1.28 -0.15

油脂期货指数 520.08 525.94 526.81 514.24 518.37 7.56 1.46

粮食期货指数 1183.86 1184.71 1186.77 1174.73 1183.86 0.86 0.07

软商品期货指数 782.47 778.95 782.61 769 781.2 -2.26 -0.29

工业品期货指数 1111.43 1109.94 1111.43 1099.48 1111.93 -2 -0.18

能化期货指数 629.33 625.79 630.2 619.94 630.07 -4.28 -0.68

钢铁期货指数 1426.12 1426.49 1430.31 1400.28 1428.21 -1.73 -0.12

建材期货指数 1155.43 1154.95 1156.96 1143.18 1156.26 -1.32 -0.11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959.9 960.08 940.24 953.24 -9.52 950.11

易盛农基指数 1264.86 1265.65 1240.52 1254.94 -11.03 12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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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8

市场扫描 Market

■

2020

年

1

月

23

日 星期四

■

责编：叶涛 美编：马晓军 电话：

010-63070363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1月22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1月22日）

春季开工旺季临近

工程机械龙头股受青睐

□

本报记者 牛仲逸

传统开工旺季临近，2020年部分专项债提前下达， 叠加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资本金比例下调，基建投资增速回升可期。 市场人士认为，工程机械行

业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在节后春季行情中，板块有望获取超额收益。

行业景气度高企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分会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挖掘机销量

为235693台，同比增长15.9%。 在逆周期调节、基建补短板支撑及存量设备

更新需求等因素推动下，市场表现超出预期。

细分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挖掘机月均销量超过前十年销量平均值；

除2月和5月外，其他月份销量均超过前十年销量的最大值。 具体看，2019年

一季度挖掘机市场行情火爆， 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二季度销量增速有所放

缓，5月同比甚至出现负增长，但从三季度开始，销量增速逐步回升，四季度

增速再创新高，11月、12月销量增速重回20%以上的增长轨道。

东莞证券行业研究表示，自2016年底复苏以来，挖掘机市场景气持续

升高，已实现三年连续快速增长，虽然存量设备集中更新换代接近尾声，但

房地产、基建和“一带一路” 出口等需求的拉动依然不减，挖掘机国四标准

即将出台，环保政策愈发趋严，叠加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机器换人”经

济性显现，2020年挖掘机销量仍将维持高位，但增速或将放缓。 挖掘机市场

将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兴业证券调研认为，下游核心零部件厂商近几个月排产都处在高位，车

间依旧满负荷生产，一季度挖掘机销量数据大概率飘红。

行业龙头受关注

经过行业低迷期的“洗牌” ，工程机械行业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市

场普遍预期，未来随着国内企业技术水平提升、产品性价比优势进一步凸显

及服务体系完善，龙头企业市场份额还将进一步扩张。

“和上一轮行业周期相比，此轮行业复苏以来需求结构更加多元化，其

中设备更新需求是最大亮点。 一方面，大量设备寿命到期亟待更新；另一方

面，环保政策趋严，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限制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使

用范围，促进全行业逐步淘汰相关设备，拉长行业景气周期。 ” 德邦证券工

程机械行业分析师韩伟琪表示， 此轮行业复苏和上一轮强刺激下的行业扩

张有显著区别，此轮复苏中龙头企业营收和净利润不断改善，现金流状况创

下历史最好水平。同时，对标海外巨头的成长路径，内资“龙头” 经过多年海

外布局，借助“一带一路” 的国家战略，海外收入已成为收入重要组成。

东莞证券研究预计，2020年挖掘机市场依然景气高企，起重机、混凝土

机械等后周期产品有望迎来复苏高峰期，高空作业平台保持高成长。建议关

注各细分领域龙头企业。

华宝证券认为，2020年逆周期调节有望给行业带来稳定的增长预期。

2020年工程机械板块的投资机会总体属于中短期机会，受益头部效应增强

的企业投资价值更加显著。

■ 深交所期权投教专栏（9）

了解深市期权交易制度（下）

上篇，我们介绍了深市期权的交易日与交易时间、

交易撮合与合约价格以及交易委托与申报等内容，正

是在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下，交易得以顺利达成。如果

说上篇讲的是与交易“动” 起来有关的制度安排，那

么本篇我们就来讲一下，那些使交易“停” 下来的制

度安排。

具体来说，深市期权的涨跌停、停复牌与熔断制度

是如何安排的呢？ 如果遇到交易异常情况，作为市场组

织者的深交所又将如何处置风险呢？ 让我们继续阅读，

去找寻答案吧。

涨跌停制度

为了抑制过度投机行为， 防止期权市场出现暴涨

暴跌的情形，深市期权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停制度。 当投

资者的申报价格超过涨跌停价格，申报无效。

深交所会在每个交易日的开盘前， 公布期权合约

当日的涨跌停价格。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期权合约的最

后交易日，合约价格不设跌幅限制，即只有涨停价，没

有跌停价。

如果您有兴趣， 也可以了解一下深市期权合约涨

跌停价格的计算公式，与股票涨跌幅的计算方法相比，

它可是复杂得多：

1、合约涨跌停价格=合约前结算价格±最大涨跌幅；

2、认购期权最大涨幅=max{合约标的前收盘价×

0.5%，min� [（2×合约标的前收盘价－行权价格），合

约标的前收盘价]×10%}；

3、认购期权最大跌幅=合约标的前收盘价×10%；

4、沽期权最大涨幅=max{行权价格×0.5%，min�

[（2×行权价格－合约标的前收盘价），合约标的前收

盘价]×10%}；

5、认沽期权最大跌幅=合约标的前收盘价×10%。

停复牌制度

（一）与标的同步停复牌

在深市期权合约存续期间，合约标的停牌的，期权

合约相应停牌。 合约标的复牌的，期权合约同时复牌。

（二）停复牌申报处理

深市期权合约在开市期间停牌的， 停牌前的申报

参加当日该合约复牌后的交易。

在期权合约停牌期间，可以继续申报，也可以撤销

申报。 复牌时对已接受的申报按照集合竞价成交价格

的确定原则进行撮合。

（三）停牌期间的交易信息发布

深市期权合约停牌时， 深交所发布的行情中包括

该合约的信息。 但不揭示集合竞价参考价、匹配量和未

匹配量。

（四）期权合约最后交易日出现停牌的处理

在期权合约最后交易日， 若该合约发生全天停牌

或者盘中临时停牌， 其行权申报照常进行， 最后交易

日、到期日、行权日不作顺延。

熔断制度

深市期权交易实行熔断制度。

（一）熔断机制

连续竞价交易期间， 当合约盘中交易价格较最近

参考价格上涨、下跌达到或者超过50%，且价格涨跌绝

对值达到或者超过该合约最小报价单位10倍的， 该合

约进入3分钟的集合竞价交易阶段。 集合竞价交易结束

后，合约继续进行连续竞价交易。 盘中集合竞价时间跨

越14:57的，于14:57恢复交易并进行收盘集合竞价。

（二）最近参考价格

在熔断机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最近参考价

格” 。它指的是期权合约在最近一次集合竞价阶段产生

的成交价格。

若开盘集合竞价阶段未产生成交价， 则以期权合

约前结算价格作为最近参考价格。

（三）特定申报的处理

当期权交易达到熔断标准进入集合竞价时， 对手

方最优价格市价申报中尚未成交的部分， 转为对手方

最优价格限价申报，进入集合竞价。

全额成交或撤销限价申报以及全额成交或撤销市

价申报， 如果全部成交将导致期权交易达到熔断标准

的，则该申报为无效申报。

（四）几个特殊时段

当期权交易在11:27至11:30之间达到熔断标准进

入集合竞价时， 在11:30前未完成的集合竞价阶段，延

续至13:00后的交易时段继续进行。

当期权交易达到熔断标准进入集合竞价阶段时，

该阶段的最后1分钟内，深交所不接受撤单申报；期权

交易在14:54至14:57之间达到熔断标准的，14:56至

14:57不接受撤单申报，熔断机制在14:57结束，随后进

入收盘集合竞价。

当期权交易达到熔断标准进入集合竞价阶段时，

合约标的停牌的，期权交易相应停牌；合约复牌时，已

接受的申报按照集合竞价成交价格的确定原则进行撮

合，此后合约进入连续竞价交易。

交易异常情况的处置

当出现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技术故障、重大差

错或者市场操纵等情形， 导致或者可能导致部分或

者全部期权交易不能正常进行； 或者出现合约标的

连续涨跌停等情形， 导致或者可能导致期权市场出

现重大风险时， 深交所可以按照规定的权限与程序

采取风险控制措施，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并及时向

市场公告。

这些风险控制措施包括： 暂时停止交易、 临时停

市、调整保证金标准、调整合约涨跌停价格、调整合约

结算价格、调整合约到期日及行权交割方式、更正合约

条款、调整期权经营机构或者投资者的持仓限额、限制

期权经营机构或者投资者的期权交易、 要求期权经营

机构或者投资者自行平仓、强行平仓、取消交易或其他

风险控制措施。

其中， 暂时停止交易或临时停市后当日恢复交易

的，通常情况下，暂时停止交易或临时停市前已经接受

的申报有效， 恢复交易时对已接受的申报按照集合竞

价成交价格的确定原则进行撮合。

相信通过本篇文章， 您对深市期权交易制度又有

了更深的认知。 下期，我们的专栏文章将对深市期权行

权的相关内容进行介绍，敬请关注。

（免责声明： 本文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

不构成投资建议。 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深圳证

券交易所力求本文所涉信息准确可靠， 但并不对其准

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保证，对因使用本文引

发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

科技板块上涨 牛市主线强化

□

本报记者 周璐璐

1月22日，A股市场科技股全面爆发，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软

件、通信设备等多个品种掀起涨停潮。 在科技股全面上攻的同时，A股三大

指数集体走高，创业板指尾盘一度站上2000点。 机构人士称，科技行情并非

昙花一现，随着科技产业业绩落地，科技方向的结构性牛市仍有望持续，其

中半导体设备、材料有望成为科技股投资主线之一。

科技股掀涨停潮

1月22日，A股三大指数不约而同地上演V型反弹行情。 在大盘由跌转

涨并走高的过程中，科技股当属中坚力量。

据Wind数据，截至22日收盘，Wind主题行业板块涨幅榜前十名中，科

技相关板块占据半壁江山。 其中，半导体板块大涨4.97%，领涨Wind主题行

业板块，上海贝岭、捷捷微电、晶方科技、汇顶科技等7只成分股涨停。 此外，

电子元器件、 电脑硬件、 软件、 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分别为2.85%、1.84%、

1.80%、1.35%，这些板块昨日均有涨停股诞生。

面对A股市场这波科技股行情，港股市场科技股也联动走强。截至22日

港股收盘，技术硬件与设备板块大涨5.00%，领涨Wind港股行业板块；半导

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电信服务板块涨幅靠前。

市场分析人士称，2020年以来， 科技股在2019年靓丽行情的基础上继

续上攻，呈现全面开花之势。 但目前来看，科技股的结构性牛市仍有不小发

展空间。同时，科技股跨年行情的成功演绎也强化了市场对A股本轮牛市中

“科技+券商” 将成为主线的预期。

半导体设备、材料板块有望脱颖而出

展望后市，机构普遍认为，科技行情并非昙花一现，随着科技产业的业

绩落地，科技方向的结构性牛市仍有望持续，其中，半导体设备、材料板块有

望脱颖而出。

在天风证券看来， 半导体设备、 材料板块将成为科技股投资的主线之

一。 一是2020年全球半导体设备有望重现增长，料中国内地增速最快，预计

2021年中国内地将成为全球半导体设备最大市场；二是国家大基金二期将

重点投资半导体设备、材料领域；三是半导体设备国产化趋势加快。

国信证券指出，目前我国半导体材料的国产化率约为20%，未来随晶圆

制造产能持续扩张，国内半导体材料市场需求仍将有较大规模增长。以锂电

池材料为例，随着国内动力锂电池需求急速增长，在巨量市场需求引导下，

锂电池四大材料在2017年就基本实现国产化替代。 预计在巨大市场需求刺

激下，国内半导体材料完成进口替代将成必然趋势。

国开证券指出，2020年在5G驱动的科技新周期下， 全球半导体行业将

迎来新一轮景气周期。过去一年中，受益于市场关于行业景气复苏预期不断

增强，半导体国产替代紧迫性进一步凸显，A股电子板块表现尤为亮眼。 国

开证券认为，2020年将迎来5G下游需求放量，半导体行情仍将持续。

东吴证券研究指出，科技主线一直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主流品种行情仍

在持续，各个细分支线投资机会也不断得到挖掘，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部分

上游材料品种中的中低价位股。

股指V型反弹

昨日早盘快速下跌后，三大指数集体上攻。 当天

上证指数上涨0.28%， 报3060.75点； 深证成指上涨

1.08%， 报11072.06点； 创业板指上涨1.37% ，报

1993.90点， 尾盘创业板指一度站上2000点。 成交方

面， 沪市成交额为2784.57亿元， 深市成交额为

4295.31亿元。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昨日上涨的板块有15

个，其中电子、电气设备、计算机板块涨幅居前，分别

上涨3.57%、2.23%、1.57%； 在下跌的13个行业中，纺

织服装、农林牧渔、医药生物行业跌幅居前，分别下跌

1.88%、1.68%、1.45%。

概念板块中，国家大基金、光刻胶、锂电负极等涨

幅居前，青蒿素、维生素、黄金珠宝等跌幅居前。昨日，

Wind国家大基金指数上涨6.36%，18只成分股全线

上涨，其中安集科技涨幅最大，达到13.54%，晶方科

技、汇顶科技、通富微电、雅克科技涨停。

科技板块是昨日市场最大亮点，晶丰明源、长信

科技、龙软科技、芯源微、安恒信息、中微公司、麦迪科

技、兆易创新、深信服、汇顶科技、晶方科技等多只科

技股创下历史新高。

对于科技板块，方正证券表示，2020年将涌现出

精彩纷呈的“成长牛” 机会，而走出“成长牛” 的关键

是形成长期向上的产业发展趋势，目前科技行业已经

显露出这样的迹象。 参考4G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发展

经验，该机构认为，5G产业新技术发展目前还处在十

分前端的位置，未来还将经历一段基础建设期和深入

发展扩散期，但5G产业长期向上趋势已经明确。 预计

2020年5G基站建设加速以及5G手机换机潮开启将

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增量资金有望持续流入

Wind数据显示，昨日北向资金净流出7.64亿元，

其中沪股通资金净流出7.71亿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入

0.07亿元。 但2020年以来，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金额

达501.53亿元，1月上旬持续实现净流入，直到近两个

交易日随着市场的调整和波动转为净流出。

另外，1月A股两融融资规模总体呈现攀升格

局。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1日，两市融资余额为

10444.39亿元，1月以来融资余额累计增加389.34

亿元。

也就是说，2020年以来，“北上”资金和两融融资

增量接近900亿元。

此外，近期爆款基金频现，市场上出现了交银内

核驱动混合基金、广发科技先锋基金、交银科锐科技

创新混合基金等多只爆款基金。梳理基金发行公告发

现，截至1月17日，2020年以来，全市场有16只主动权

益基金的募集规模超过2300亿元，14只引发市场高

度关注的权益基金成立规模合计达到571.2亿元，其

中， 汇添富大盘核心资产混合4天募集113.2亿元，成

为今年以来成立规模最大的主动偏股基金；景顺长城

品质成长募集3天成立规模达到67.22亿元；1月13日

成立的交银内核驱动混合基金，一天“吸金” 500多亿

元，配售比例仅为11.06%。

海通证券认为，2020年A股净流入规模有望超1

万亿元。 其中，散户资金预计流入6000亿元，杠杆资

金预计流入4000亿元；公募基金预计流入1100亿元，

私募证券基金预计流入600亿元， 基金专户预计流出

4360亿元； 银行理财预计流入1570亿元， 券商资管

900亿元，信托2150亿元；保险类资金预计流入6000

亿元；外资预计流入3000亿元。

机构看好后市

1月以来，上证指数累计上涨0.35%，深证成指累

计上涨6.15%，创业板指累计上涨10.89%，近几个交易

日上证指数有所调整。1月23日是春节长假前A股最后

一个交易日，持股还是持币的问题摆在投资者面前。

对于持股还是持币，机构较为看好持股过节。

国信证券统计过去十年春节前后A股市场表现

发现：A股春节效应显著，节前节后市场上涨概率大；

从涨跌幅来看，过去十年“春节红包” 具有显著的低

风险、高收益特征；从各行业表现情况来看，申万各一

级行业在春节前后5个交易日的上涨概率均在50%之

上；从各行业涨跌幅的绝对值数据来看，过去十年有

色、电子、计算机板块表现总体较好，而金融板块表现

较为靠后。 总体来看，多数情况下A股市场在春节前

后的表现是比较不错的，因此从概率的角度看，市场

表现确实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春节效应” 。

长城证券表示，从历史情况来看，往年春季行情

持续时间大多是2-3个月。 当前春季行情逻辑未变，

预计上涨走势有望延续至3月。 目前经济数据及企业

盈利复苏预期较强，风险溢价存在下降空间。 参考历

年春季行情的平均涨幅，市场存在继续上涨空间。

中金公司表示， 受春节长假前流动性因素影响，

部分投资者选择在累积一定收益后提前获利了结，但

这并不影响A股市场未来3-6个月走势偏积极的主基

调。 布局方面建议周期与成长兼顾，主要关注以下三

大领域：第一，部分低估值、下行风险小、有潜在上行

空间的周期板块，如地产、建材、券商等；第二，消费板

块中相对落后的低估值板块，如家电、家居、酒店旅

游、汽车等；第三，科技及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偏高端

制造业龙头，如科技、新能源车产业链、资本品等。

� 昨日两市探底回升，

三大股指上演“V” 型反

弹。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

涨0.28%，深证成指上涨

1.08% ， 创业板指上涨

1.37%。 分析人士表示，

近期指数波动较大， 但基

本面仍然向好， 创业板走

势明显强于主板， 预计科

技股领衔的结构性行情将

延续。

A股盘中V型反弹

持股过节胜算几何

□本报记者 吴玉华

近期北向资金净流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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