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9魔咒”不足虑 A股底部区域渐明朗

本报记者 牛仲逸

每年临近4月19日，股民心里就多了一丝防备，历史上这一天A股多数下跌，似乎成为魔咒。 巧合的是，本周上证指数再次陷入窄幅震荡的胶着状态，区间最大波幅约56点。 仿佛慑于“4·19魔咒” ，指数踟蹰不前。

机构人士认为，指数在当前位置下跌空间有限。 随着全球疫情逐步缓和，二季度经济活动逐渐恢复，市场底部拐点在本周各项经济数据落地后有望得到确认，配置上则以内需板块为主。

“4·19魔咒”之忧

“4·19魔咒”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数据显示，2007年-2019年，13年间的4月19日（如遇周末，往前递延），上证指数有8次下跌。 其中，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跌幅均超过1%，分别为4.52%、3.97%、1.19%、4.79%、1.91%。

而2015年、2016年、2018年、2019年的“4·19魔咒”虽然并未灵验，但在后一个交易日，指数均大跌。 以2019年为例，2019年4月19日沪指上涨0.63%，但下一个交易日（4月22日）沪指下跌1.7%，并且这波下跌一直持续到5月9日，在此期间沪指累计下跌12.84%。

“4·19魔咒”由来已久，对其形成原因，市场众说纷纭：其一，每年4月底之前，是上市公司披露上一年年报以及当年一季度财报的最后节点。 上市公司年报普遍存在“好消息早、坏消息晚”的披露现象，资金在临近“财报雷区”前提前离场导致市场回落；其二，A股在大多数年份都有一波春季躁动行情，到了4月中下旬往往是行情的末端，此时指数处于阶段高位，本来就有调整要求；其三，4月是财政缴税的大月，从以往数据表现看，月中资金流动性可能收紧，对于进入股市的资金也会造成较大压力。

也有市场人士表示，“4·19魔咒”的说法不太靠谱，主要是以往A股市场在4月19日前后出现几次深幅下跌，给市场造成了深刻印象，以后一到4月19日都会加重投资者心理负担。 因此，“4·19魔咒”并不能作为研判市场走势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4·19魔咒” ，市场还盛传着多种魔咒，如基金的“88魔咒” 、“世界杯魔咒” 、“招商策略会魔咒” 、“两桶油魔咒” 、“丁蟹魔咒”等等。

底部区域渐确认

当前上证指数为何在2800点一线反复震荡，徘徊不前？

市场人士认为，从技术面看，沪指上方面临较大压力。 华鑫证券策略研究指出，上证指数2850点-2920点区间，是此前2月17日-3月11日的密集成交区域，两市日均成交金额超万亿元，以当下量能，很难一举突破，必然会有一个反复震荡的过程。

国信证券策略分析师燕翔表示，从基本面看，当前市场正处在两股力量的角逐过程中，一股力量是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基本面包括上市公司的盈利端确实存在下行压力；另一股力量则是无论在供给端还是需求端，政策均在不断发力，尽可能对冲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

燕翔指出，随着全球疫情逐步缓和，二季度经济活动将逐渐恢复，市场有望企稳回升。

国都证券策略分析师肖世俊预计，疫情对经济和上市公司业绩的冲击仍需反复消化。 但目前A股整体估值处于历史洼地，考虑到当前较低的无风险利率水平，隐含风险溢价率位于历史较高水平，估值底继续向下空间有限。 同时，参考北向资金领先大盘指数的指引信号看，近期北向资金持续流入A股或表明大盘指数继续下跌空间有限。

事实上，“指数在当前位置下跌空间有限”是大部分投资者认可的观点，不确定的是指数何时迎来底部反转。 中信证券策略研究指出，A股见底的三大信号(外部市场信号、国内流动性信号以及政策信号)近期已陆续验证，随着本周经济/企业盈利数据的陆续落地，市场短期最后的扰动因素也将明朗。 预计市场底部拐点在本周各项经济数据落地后得到确认，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产业资本入场以及国内经济恢复将共同驱动二季度市场上涨。

配置以内需板块为主

指数区间窄幅震荡，但结构机会依然突出。中银证券表示，当前行业配置由盈利预期主导，以5G建设、远程办公和游戏等为代表的高景气行业有望穿越二季度市场不确定性迷雾；必需消费优于一般成长和可选消费，可选消费优于周期性成长股；避险板块与高估值弹性板块的优劣要视政策环境而定，建议二季度规避传统周期行业。

光大证券表示，配置上，重点关注逆周期调节对悲观预期的修复，以及业绩确定性更强的标的：一是关注逆周期抓手的纯内需标的，而基建投资与汽车产业是启动冰封经济相对可靠的抓手，包括新老基建（建材、建筑、机械、5G）、汽车和地产；二是关注基本面受国内外疫情影响较小且未来业绩确定性强的细分行业，包括医药和食品饮料等必需消费领域；三是如果欧美经济二季度出现休克，从供应链的角度，关注汽车等交运设备、化学化工、医药医疗设备、航空航天以及农产品领域的补空缺可能；四是当前市场整体股息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值较大，适当关注高股息板块。

建信基金建议从三方面着手布局：一是自下而上优选内需行业，看好新基建及低估值的蓝筹股，包括汽车、银行、地产、建筑等。 同时，医药、必需消费品及农业板块也值得关注，但需要严格进行估值约束；二是以“高景气”为线索，主要在新基建和先进制造行业寻找标的，关注业绩与估值的匹配度；三是以外资持股为线索来看价值股，包括消费白马股和核心资产。

东吴证券则表示，行业上沿两条思路配置：一是防御，看重稳定资产的估值溢价，目前食品饮料、农林牧渔、医药板块已有所体现；二是政策刺激引发反弹，建议选择传统基建、通讯、汽车等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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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涨跌幅(%) 成交金额(合计、亿元) 换手率(%)

SW

计算机

2.33 572.44 2.94

SW

电气设备

2.30 347.77 2.56

SW

公用事业

1.41 103.08 0.94

SW

传媒

1.31 270.02 2.25

SW

国防军工

0.72 133.72 2.36

SW

非银金融

0.36 298.29 1.64

SW

医药生物

0.35 994.76 2.98

SW

通信

0.27 209.43 2.43

SW

轻工制造

0.26 90.53 2.29

SW

房地产

0.24 101.44 0.59

SW

银行

0.07 74.40 0.21

SW

机械设备

0.04 253.42 2.07

SW

商业贸易

0.02 58.50 1.15

SW

家用电器

0.01 108.79 1.06

SW

电子

0.00 675.15 2.62

SW

钢铁

-0.07 48.54 0.90

SW

有色金属

-0.12 200.79 1.81

SW

汽车

-0.15 161.00 1.65

SW

建筑装饰

-0.20 89.43 1.02

SW

采掘

-0.24 36.85 0.32

SW

化工

-0.29 385.25 1.98

SW

交通运输

-0.37 70.97 0.77

SW

农林牧渔

-0.61 248.31 2.53

SW

食品饮料

-0.69 195.63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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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4月16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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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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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偏好缓慢修复 融资客连日加仓

□本报记者 吴玉华

近期在A股震荡过程中， 市场风险偏好正

缓慢修复。 Wind数据显示，两市融资余额在4

月14日-15日连续小幅增加。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一揽子积极政策持续

推进，国内经济整体改善的趋势有望延续，一季

度和二季度或成经济底部。 随着经济数据、市

场风险偏好、投资者情绪逐步恢复，以及外资逐

步流入，市场也将逐步走好。

融资客加仓

“近期市场调整，个股机会难以把握。 但4

月13日市场出现地量，我感觉市场可能跌不下

去了，就这几天开始融资买入。 ” 融资客小侯告

诉记者。

实际上， 像小侯一样的投资者还不少。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15日，两市融资余额

报10378.55亿元，连续两个交易日增加。 其中，

4月14日市场反弹，融资客单日加仓3.62亿元；4

月15日市场调整，融资客加仓0.75亿元。融资客

连续两个交易日加仓为3月6日以来首次。 从上

证指数来看，上证指数在3月5日创下阶段高点

后，从3月6日开始调整之旅。

华创证券策略组组长周隆刚表示， 过度悲

观情绪的修复会受到疫情最新状况、 经济表现

数据的扰动。整体来看，边际变化的节奏或有反

复，但趋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从融资客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加仓方向来

看，Wind数据显示，4月14日-15日， 申万一

级28个行业板块有10个行业板块获得融资客

加仓，其中医药生物、国防军工、轻工制造行

业融资净买入金额居前， 净买入金额分别为

14.80亿元、0.67亿元、0.66亿元。 融资客减仓

的18个行业中，通信、化工、传媒行业融资净

卖出金额居前， 分别净卖出2.52亿元、1.65亿

元、1.50亿元。

从市场表现来看， 融资客加仓最多的医药

生物板块近期持续上涨。 Wind数据显示，4月

14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指数上涨1.74%，4

月15日再度上涨0.30%，4月16日上涨0.75%，

近5个交易日累计上涨2.08%。

医药生物板块受青睐

从个股情况来看，在4月14日-15日融资客

连日加仓的交易日中，Wind数据显示，融资客

对紫光国微、天坛生物、世纪华通、以岭药业、药

明康德、神州泰岳、中信建投、国药股份、鱼跃医

疗、复星医药这10只个股加仓金额超过1亿元，

加仓金额分别为1.94亿元、1.42亿元、1.35亿元、

1.25亿元、1.20亿元、1.12亿元、1.07亿元、1.06

亿元、1.04亿元、1.00亿元。 可以看出，融资客加

仓金额居前的个股中，医药生物股占据多数。

而4月14日-15日遭融资客减仓超1亿元的

个股为海康威视、通富微电、山东黄金、分众传

媒、中兴通讯、天康生物、宁德时代，分别被净卖

出1.80亿元、1.39亿元、1.33亿元、1.28亿元、1.17

亿元、1.13亿元、1.03亿元。

对于融资客所青睐的医药生物股， 光大证

券医药生物行业分析师林小伟表示， 医药行业

稳健优势凸显，短期可能受到资金青睐，具有相

对收益。

对于当前市场， 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荀玉根表示，A股阶段性反弹源于海外流动性

好转以及国内宏观政策进一步加码。 整体上仍

呈区间震荡， 趋势性机会还需等基本面数据重

新回升，需紧密跟踪海外疫情变化、国内复工复

产情况。基于外需不足时内需补的原则，可聚焦

更为稳健的新基建和消费股。

■ 新《证券法》投保制度系列谈之代表人诉讼

博观约取 蓄势待发

———我国证券集体诉讼的域外借鉴与制度展望

□投保基金公司法律部业务经理 曹乙木

中小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各国证券立法

的重要考虑因素。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欺诈

发行、 虚假陈述等民事侵权行为也时有发生。

面对当前证券民事群体纠纷中受损投资者人

数众多、人员分布广泛、单个主体受损数额偏

低且势单力薄等特点，应适用怎样的证券集体

诉讼程序，使其在满足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及要

求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广大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成为制度层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世界各国和地区为解决证券群体性纠纷

采用了不同的诉讼方式，其中以美国、德国及

台湾地区等的群体诉讼制度较为典型。 其在

维护各自地域范围内的投资者权益、 遏制证

券违法行为发生等方面均有较出色表现，但

也存在着各自的制度局限性。 例如美国集团

诉讼易引起滥诉， 德国示范诉讼的诉讼周期

较长， 台湾团体诉讼则因缺乏激励机制而存

在着制度动力不足的隐患等。

我国针对证券群体性纠纷的诉讼方式问

题在司法态度上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2003年《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

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将证券虚

假陈述类纠纷的诉讼方式规定为单独诉讼和

共同诉讼（含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并沿

用至今。近年来，一些人民法院通过尝试在示

范判决基础上进行委托调解等改革， 初步实

现了案件审理的集约化和诉讼经济， 最高人

民法院在2019年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

作会议纪要》对此亦表示认可。新《证券法》

在肯定前述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又在第95条

第三款引入由投资者保护机构担任诉讼代表

人的“退出制” 证券代表人诉讼。 至此，单独

诉讼、 共同诉讼、 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加入制” 代表人诉讼、“退出制” 代表人诉

讼、 证券支持诉讼以及示范诉讼加委托调解

机制共同构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

讼制度体系。

上述各项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是对域外主

要证券群体诉讼制度的综合性吸收和借鉴，

力求在克服各项制度弊端的同时， 最大限度

地发挥各自的优势。 目前受到市场各界广泛

关注的“退出制”代表人诉讼，便是充分吸取

了美国集团诉讼与台湾团体诉讼中的合理成

分而形成的创新制度。 在确定当事人范围方

面，“退出制” 代表人诉讼通过“明示退出，

默示加入” 规则，最大程度地破解了广大中

小投资者的“集体行动”难题，并大大提高了

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威慑力。 而通过赋予证券

投资者保护机构以诉讼代表人资格， 使其在

案件选取及诉讼进程等方面进行整体把控，

使诉讼泛滥情形得以避免。同时，两家投资者

保护机构形成的良性竞争局面也将保证该制

度具有长久实施及运用的源动力。

除“退出制” 代表人诉讼外，“加入制”

代表人诉讼、 示范诉讼加委托调解等机制亦

是对域外相关群体诉讼制度的本土化移植。

面对证券群体性纠纷这一现代型民事纠

纷，各国及地区各有其应对之道，而相关群体

诉讼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 离不开司法机关

对诉讼进程的有力把控与相关配套机制的有

效实施。新《证券法》为证券投资者维权及法

院开展审判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诉讼武器。 可

以预见，未来较长时间，有关证券群体性纠纷

的解决都将不会是单一某种诉讼模式的独挑

大梁，而是由法院充分行使程序指挥权，在综

合全面考量具体案件的投资者索赔规模、违

法主体赔付能力、 司法示范作用及社会影响

等各项因素的基础上， 选取最有利于个案审

理的诉讼方式。 与此同时，诉调对接、行政和

解、 先行赔付等机制也将有着广阔的用武之

地，与相关的诉讼制度有机结合，共同打造证

券群体性纠纷多元化解的独特路径。 （本专

栏由投保基金公司和中国证券报联合推出）

周发行量将创新高 政金债助力逆周期调节

□本报记者 罗晗

自2月下旬以来，政策性银行债（以下简

称 “政金债” ） 周度发行规模持续保持在

1000亿元以上，为历史罕见。 数据显示，本周

政金债发行规模料破1200亿元，有望创下历

史新高。

分析人士认为，为应对疫情冲击，政金

债规模大增，而当前低利率环境也为政金债

的发行提供了较好条件。 未来随着积极财政

政策加大力度，政金债可能还会继续放量助

力逆周期调节。

发行量明显增加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15日，本周已

发行近700亿元政金债。 16日-17日还有560

亿元政金债将发行，本周发行规模大概率超

过1200亿元，将创历史周度发行量新高。

春节后，政金债发行规模增速较平稳，2

月发行近3800亿元，较1月环比增长18.93%。

进入3月，政金债发行规模持续放量，当

月共发行4864亿元， 创下月度发行量新高。

今年一季度政金债发行规模接近1.2万亿元，

也为季度发行量历史最高水平。

中信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明明表

示，从去年开始，高层会议多次提出政策性

银行要在自己的本职领域更多发挥作用。 今

年不管是脱贫攻坚、支持实体融资还是稳定

外贸，压力都显著增加。 从全年来看，政金债

发行量相对去年也会有明显增加。

当前低利率环境也为政金债发行提供

了良好时机。 自2月以来，央行通过降准和公

开市场操作等方式向银行体系投放了大量

流动性，还通过降息和下调超储利率的方式

促使利率曲线下移。 “近期政金债的井喷源

于前段时间利率的下降和财政政策的扩张。

政策性银行会趁资金成本较低时加速发行，

扩充负债，使更多资金加速进入基建领域，稳

定经济增长。 ” 中银国际证券固定收益首席

分析师杨为敩表示。

农业发展银行16日披露， 该行4月15日

发行的1年期、10年期金融债券票面利率分

别为1.08%、2.96%，较2月初发行的同期限债

券票面利率分别下行129个基点和70个基

点。 二级市场上，10年期国债活跃券190215

收益率已经跌破2.9%， 较1月末下行超50个

基点。

资金需求旺

分析人士认为， 虽然政金债发行量已经

处于历史高水平， 但目前宏观经济面临较大

压力，逆周期调节力度也会随之加强，未来政

金债发行可能继续放量。

近日高层会议提出， 下一步要在扩大实

施前期有效政策基础上， 多措并举加大积极

财政政策实施力度。明明认为，发挥政策性银

行的作用则是较好补充。

“二、三季度各方面的压力是年内高点，

对政策资金的需求也更强。在发行节奏上，还

是宜早不宜迟。 ”明明表示。

考虑到目前利率水平已经处于低位，政

金债发行增速可能趋缓。杨为敩认为，现在基

础利率继续下降的空间不大， 政金债发行增

速可能会略有收敛，但规模仍会在高水平上。

Wind数据显示，4月1日-20日（16日更

新）政金债发行规模为3201.5亿元（未发行

债券按计划发行额计），而3月同期实际发行

规模为3430亿元。

□本报记者 牛仲逸

“4·19魔咒”之忧

“4·19魔咒” 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数据显示，2007年-2019年，13年间的4月

19日（如遇周末，往前递延），上证指数有8次

下跌。 其中，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

2011年跌幅均超过1%， 分别为4.52%、3.97%、

1.19%、4.79%、1.91%。

而2015年、2016年、2018年、2019年的“4·

19魔咒”虽然并未灵验，但在后一个交易日，指

数均大跌。以2019年为例，2019年4月19日沪指

上涨0.63%，但下一个交易日（4月22日）沪指

下跌1.7%， 并且这波下跌一直持续到5月9日，

在此期间沪指累计下跌12.84%。

“4·19魔咒” 由来已久，对其形成原因，市

场众说纷纭：其一，每年4月底之前，是上市公司

披露上一年年报以及当年一季度财报的最后节

点。 上市公司年报普遍存在“好消息早、坏消息

晚” 的披露现象，资金在临近“财报雷区” 前提

前离场导致市场回落；其二，A股在大多数年份

都有一波春季躁动行情，到了4月中下旬往往是

行情的末端，此时指数处于阶段高位，本来就有

调整要求；其三，4月是财政缴税的大月，从以往

数据表现看，月中资金流动性可能收紧，对于进

入股市的资金也会造成较大压力。

也有市场人士表示，“4·19魔咒” 的说法

不太靠谱，主要是以往A股市场在4月19日前后

出现几次深幅下跌， 给市场造成了深刻印象，

以后一到4月19日都会加重投资者心理负担。

因此，“4·19魔咒” 并不能作为研判市场走势

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4·19魔咒” ，市场还

盛传着多种魔咒，如基金的“88魔咒” 、“世界

杯魔咒” 、“招商策略会魔咒” 、“两桶油魔

咒” 、“丁蟹魔咒”等等。

底部区域渐确认

当前上证指数为何在2800点一线反复震

荡，徘徊不前？

市场人士认为，从技术面看，沪指上方面临

较大压力。 华鑫证券策略研究指出， 上证指数

2850点-2920点区间， 是此前2月17日-3月11

日的密集成交区域， 两市日均成交金额超万亿

元，以当下量能，很难一举突破，必然会有一个

反复震荡的过程。

国信证券策略分析师燕翔表示， 从基本面

看，当前市场正处在两股力量的角逐过程中，一

股力量是在疫情冲击下， 经济基本面包括上市

公司的盈利端确实存在下行压力； 另一股力量

则是无论在供给端还是需求端， 政策均在不断

发力，尽可能对冲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

燕翔指出，随着全球疫情逐步缓和，二季度

经济活动将逐渐恢复，市场有望企稳回升。

国都证券策略分析师肖世俊预计， 疫情对

经济和上市公司业绩的冲击仍需反复消化。 但

目前A股整体估值处于历史洼地， 考虑到当前

较低的无风险利率水平， 隐含风险溢价率位于

历史较高水平， 估值底继续向下空间有限。 同

时，参考北向资金领先大盘指数的指引信号看，

近期北向资金持续流入A股或表明大盘指数继

续下跌空间有限。

事实上，“指数在当前位置下跌空间有限”

是大部分投资者认可的观点， 不确定的是指数

何时迎来底部反转。中信证券策略研究指出，A

股见底的三大信号(外部市场信号、国内流动性

信号以及政策信号)近期已陆续验证，随着本周

经济/企业盈利数据的陆续落地，市场短期最后

的扰动因素也将明朗。 预计市场底部拐点在本

周各项经济数据落地后得到确认， 全球资金的

再配置、 产业资本入场以及国内经济恢复将共

同驱动二季度市场上涨。

配置以内需板块为主

指数区间窄幅震荡， 但结构机会依然突出。

中银证券表示， 当前行业配置由盈利预期主导，

以5G建设、远程办公和游戏等为代表的高景气行

业有望穿越二季度市场不确定性迷雾；必需消费

优于一般成长和可选消费，可选消费优于周期性

成长股；避险板块与高估值弹性板块的优劣要视

政策环境而定，建议二季度规避传统周期行业。

光大证券表示，配置上，重点关注逆周期调

节对悲观预期的修复， 以及业绩确定性更强的

标的：一是关注逆周期抓手的纯内需标的，而基

建投资与汽车产业是启动冰封经济相对可靠的

抓手，包括新老基建（建材、建筑、机械、5G）、

汽车和地产； 二是关注基本面受国内外疫情影

响较小且未来业绩确定性强的细分行业， 包括

医药和食品饮料等必需消费领域； 三是如果欧

美经济二季度出现休克，从供应链的角度，关注

汽车等交运设备、化学化工、医药医疗设备、航

空航天以及农产品领域的补空缺可能； 四是当

前市场整体股息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值

较大，适当关注高股息板块。

建信基金建议从三方面着手布局： 一是自

下而上优选内需行业， 看好新基建及低估值的

蓝筹股，包括汽车、银行、地产、建筑等。同时，医

药、必需消费品及农业板块也值得关注，但需要

严格进行估值约束；二是以“高景气” 为线索，

主要在新基建和先进制造行业寻找标的， 关注

业绩与估值的匹配度； 三是以外资持股为线索

来看价值股，包括消费白马股和核心资产。

东吴证券则表示，行业上沿两条思路配置：

一是防御，看重稳定资产的估值溢价，目前食品

饮料、农林牧渔、医药板块已有所体现；二是政

策刺激引发反弹，建议选择传统基建、通讯、汽

车等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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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1 83.85 -0.14 -0.17

商品期货指数

973.6 973.88 977.09 971.62 975.28 -1.4 -0.14

农产品期货指数

816.87 808.19 819.78 807.9 817.59 -9.4 -1.15

油脂期货指数

439.37 436.66 447.43 436.36 440.81 -4.15 -0.94

粮食期货指数

1290.73 1282.67 1292.41 1281.19 1290.73 -8.06 -0.62

软商品期货指数

683.55 679.39 686.59 678.33 684.09 -4.7 -0.69

工业品期货指数

978.85 981.07 983.52 976.05 981.04 0.03 0

能化期货指数

486.84 482.42 489.78 481.72 487.96 -5.54 -1.13

钢铁期货指数

1409.29 1420.24 1425.25 1405.38 1412.69 7.55 0.53

建材期货指数

1067.16 1074.61 1078.23 1064.92 1070.44 4.17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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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82 852.27 842.35 842.93 -7.79 847.64

易盛农基指数

1129.96 1135 1126.25 1126.34 -6.2 1130.93

� 每年临近4月19日，股民心里就多了一丝防备，历史上这一天A股多数下跌，似乎成

为魔咒。 巧合的是，本周上证指数再次陷入窄幅震荡的胶着状态，区间最大波幅约56点。

仿佛慑于“4·19魔咒” ，指数踟蹰不前。

机构人士认为，指数在当前位置下跌空间有限。 随着全球疫情逐步缓和，二季度经济

活动逐渐恢复，市场底部拐点在本周各项经济数据落地后有望得到确认，配置上则以内

需板块为主。

“4·19魔咒”不足虑 A股底部区域渐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