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金融板块分化明显

机构：短调不改大金融长期配置价值

□本报记者 胡雨 周璐璐

在经历数个交易日的强势拉涨后，7月7日以券商为代表的大金融板块出现回调且明显分化：多只券商、银行、保险个股重挫，少部分继续维持涨势。

是什么促成了大金融板块的回调？ 后续是否还会再度强势归来？ 部分券商人士认为，在股价猛涨逐步兑现利好预期之后，金融板块回调是市场情绪回归理性的正常表现，但当下也需防范风险避免追涨杀跌；后市大金融板块仍有布局价值，受益政策利好依旧值得优先关注。

大金融“跌多涨少”

7月7日A股再度收涨，但上证综指涨幅较前几日明显收窄；从板块来看，扮演着近期行情“领头羊”的大金融板块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分化行情，无论是券商、银行还是保险，整体上都呈现出“跌多涨少”的格局。

以前期涨势最强的券商为例，Wind数据显示，7月7日券商指数收跌2.3%，终结指数日线四连阳；46只成分股中，仅有10只收涨，其余36只尽墨，日跌幅超过3%的个股近30只，兴业证券、红塔证券、南京证券等股票跌幅达到5%以上。

就保险板块而言，7月7日，保险指数收跌0.94%，指数日线未能实现六连阳，7只成分股中仅中国人寿、新华保险、西水股份3只收涨，天茂集团、中国人保日跌幅超过4%。

同属于大金融领域的银行指数昨日微跌0.32%，跌幅明显小于券商与保险板块，但其内部成分股表现亦分化明显：36只成分股中仅7只收涨，前一交易日刚刚涨停的紫金银行、苏州银行、西安银行等7日跌幅均超过4%。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大金融板块集体回调时，部分个股依旧延续涨势。 以券商股为例，Wind数据显示，截至7日收盘，中泰证券、第一创业、浙商证券涨停，其中浙商证券近期已连续5个交易日涨停，股价创下近两年半以来新高。

尽管昨日大金融板块整体出现回调，但从北向资金动向看，部分个股仍受到青睐。 Wind数据显示，昨日北向资金净买入最多的为中国平安，累计净买入规模高达27.15亿元；净买入规模较大的还有中信证券、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单日累计净买入规模分别为5.35亿元、4.87亿元和2.51亿元。

利好兑现促使市场情绪回归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记者表示：“之前几个交易日券商板块的大幅上行是有基础的，包括注册制改革加速推进、市场成交额连续多日破万亿元等利好因素频现，但连续封板已逐步兑现利好预期，出现回调回稳是市场理性的正常表现。 ”

对于券商、银行、保险不同板块和个股之间出现分化，在陈雳看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同一板块内个别公司市值同板块其他公司相比略小，且前期涨幅也相对略小，实际上仍属于补涨行情；另一方面，7月7日市场成交额继续突破万亿元关口，活跃的市场行情也对金融非银板块提供支撑。

对于大金融板块昨日出现的回调，浙商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立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主要可能还是与前期相关个股涨幅过快相关，而金融板块从整体上涨到结构分化，既是市场运行的正常走势，同时也反映出市场投资情绪从狂热逐渐回归到理性；对于同一板块内不同个股的走势分化，李立峰认为多数可能还是交易层面的因素。

开源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分析师牟一凌指出，金融板块的上涨动力一部分是来自估值修复，另一部分则来自增量资金认可资本市场改革的动能和经济复苏所带来的金融板块盈利修复的预期，回调不代表金融板块行情的结束。 “市场热度逐渐冷静之后，市场关注点回归到个股的基本面，经济复苏中受益最强的个股仍然保持较强的上涨动力。 ”

金融板块配置价值犹存

对于大金融板块后续行情表现，牟一凌依然持看好态度：“金融板块对后市还有一个较强的指示意义是作为‘周期之眼’ 。 从历史上来看，金融板块上涨往往意味着顺周期板块的机会到来，背后的原因在于疫情度过最严峻的时刻之后，货币政策转为‘信用扩张’ ，价值/成长的天平正重新平衡。 走出疫情后的环比改善、从2019年四季度开始的周期性复苏以及宽信用、宽财政将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经济复苏，而这种复苏已逐步被债券与商品市场认知，但价值股的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 ”

粤开证券首席市场分析师殷越指出，在市场快速上涨后，不排除出现一定的休整，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情的结束。 就券商板块而言，连日上涨有所回调只是短期休整而并非终结，券商基本面持续向好，估值依旧存在上升空间。 中报季即将来临，可优先关注业绩确定性较高的板块，如受益于政策利好的金融板块等。

李立峰预计，未来金融板块行情可能会出现进一步分化，整体上更多会以脉冲式的机会为主，即在与成长板块形成足够大的价差之后，某一阶段会出现价差的收敛。 相比银行和保险，他更看好券商股。 “随着市场成交量的上涨，相对来说其基本面的改善预期最为强烈，板块弹性较银行和保险也更大。 ”

陈雳表示，未来市场在快速上涨之后，分化的概率在加大，优质的蓝筹股、股指成分股会更受青睐。 虽然当前金融板块有很高的投资吸引力和利好政策支持，但是不宜在股价明显提前兑现利好之后仍追涨杀跌，需要防范风险。 “牛市环境中，券商利好最直接，银行板块和保险板块分化会因公司自身经营管理质的不同而显现。 ”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大金融“跌多涨少”

7月7日A股再度收涨，但上证综指

涨幅较前几日明显收窄； 从板块来看，

扮演着近期行情“领头羊” 的大金融板

块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分化行情，无论是

券商、银行还是保险，整体上都呈现出

“跌多涨少” 的格局。

以前期涨势最强的券商为例，

Wind数据显示，7月7日券商指数收跌

2.3%，终结指数日线四连阳；46只成分

股中，仅有10只收涨，其余36只尽墨，

日跌幅超过3%的个股近30只， 兴业证

券、红塔证券、南京证券等股票跌幅达

到5%以上。

就保险板块而言，7月7日，保险指

数收跌0.94%，指数日线未能实现六连

阳，7只成分股中仅中国人寿、 新华保

险、西水股份3只收涨，天茂集团、中国

人保日跌幅超过4%。

同属于大金融领域的银行指数昨

日微跌0.32%，跌幅明显小于券商与保

险板块，但其内部成分股表现亦分化明

显：36只成分股中仅7只收涨， 前一交

易日刚刚涨停的紫金银行、 苏州银行、

西安银行等7日跌幅均超过4%。

值得注意的是， 在整个大金融板

块集体回调时， 部分个股依旧延续涨

势。 以券商股为例，Wind数据显示，截

至昨日收盘，中泰证券、第一创业、浙

商证券涨停， 其中浙商证券近期已连

续5个交易日涨停，股价创下近两年半

以来新高。

尽管昨日大金融板块整体出现回

调，但从北向资金动向看，部分个股仍

受到青睐。 Wind数据显示，昨日北向

资金净买入最多的为中国平安，累计净

买入规模高达27.15亿元； 净买入规模

较大的还有中信证券、招商银行和兴业

银行，单日累计净买入规模分别为5.35

亿元、4.87亿元和2.51亿元。

利好兑现促使市场情绪回归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记者

表示：“之前几个交易日券商板块的大

幅上行是有基础的，包括注册制改革加

速推进、市场成交额连续多日破万亿元

等利好因素频现，但连续封板已逐步兑

现利好预期，出现回调回稳是市场理性

的正常表现。 ”

对于券商、银行、保险不同板块和

个股之间出现分化，在陈雳看来主要有

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同一板块内个别

公司市值同板块其他公司相比略小，且

前期涨幅也相对略小，实际上仍属于补

涨行情；另一方面，7月7日市场成交额

继续突破万亿元关口，活跃的市场行情

也对金融非银板块提供支撑。

对于大金融板块昨日出现的回调，

浙商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立峰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主要可能还是与前

期相关个股涨幅过快相关，而金融板块

从整体上涨到结构分化，既是市场运行

的正常走势，同时也反映出市场投资情

绪从狂热逐渐回归到理性；对于同一板

块内不同个股的走势分化，李立峰认为

多数可能还是交易层面的因素。

开源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分析师

牟一凌指出，金融板块的上涨动力一部

分是来自估值修复，另一部分则来自增

量资金认可资本市场改革的动能和经

济复苏所带来的金融板块盈利修复的

预期， 回调不代表金融板块行情的结

束。 “市场热度逐渐冷静之后，市场关

注点回归到个股的基本面，经济复苏中

受益最强的个股仍然保持较强的上涨

动力。 ”

金融板块配置价值犹存

对于大金融板块后续行情表现，牟

一凌依然持看好态度：“金融板块对后

市还有一个较强的指示意义是作为

‘周期之眼’ 。从历史上来看，金融板块

上涨往往意味着顺周期板块的机会到

来，背后的原因在于疫情渡过最严峻的

时刻之后，货币政策转为‘信用扩张’ ，

价值/成长的天平正重新平衡。 走出疫

情后的环比改善、 从2019年四季度开

始的周期性复苏以及宽信用、宽财政将

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经济复苏，而这种

复苏已逐步被债券与商品市场认知，但

价值股的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 ”

粤开证券首席市场分析师殷越指

出，在市场快速上涨后，不排除出现一

定的休整， 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情的结

束。 就券商板块而言，连日上涨有所回

调只是短期休整而并非终结，券商基本

面持续向好， 估值依旧存在上升空间。

中报季即将来临，可优先关注业绩确定

性较高的板块，如受益于政策利好的金

融板块等。

李立峰预计，未来金融板块行情可

能会出现进一步分化，整体上更多会以

脉冲式的机会为主，即在与成长板块形

成足够大的价差之后，某一阶段会出现

价差的收敛。 相比银行和保险，他更看

好券商股。 “随着市场成交量的上涨，

相对来说其基本面的改善预期最为强

烈，板块弹性较银行和保险也更大。 ”

陈雳表示，未来市场在快速上涨之

后，分化的概率在加大，优质的蓝筹股、

股指成分股会更受青睐。虽然当前金融

板块有很高的投资吸引力和利好政策

支持，但是不宜在股价明显提前兑现利

好之后仍追涨杀跌， 需要防范风险。

“牛市环境中，券商利好最直接，银行

板块和保险板块分化会因公司自身经

营管理质的不同而显现。 ”

险资高仓位积极寻觅结构性机会

□本报记者 薛瑾

近日A股市场行情火热， 业内人士分析，

机构投资者是本轮行情的主要推动力量。 作

为股票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 险资对权益

市场的判断日益受到市场关注， 多位险资人

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前

行情的低估值修复特征显著， 后市将重点进

行结构性机会的把握。 部分机构已经进行调

仓，如将金融股置换成科技股。

保持高仓位与调仓并行

“目前保持高仓位，以调仓为主，清金融

换科技” 。 一位上海的险资管理者告诉记者，

“清金融” 是一种态度，具体到操作上，则是

“分批卖的” 。这一险资管理者的观点暗合了

7月7月大盘行情， 大金融板块冲高回落，科

技股盘中强势崛起。

另一保险公司投资总监告诉记者，近期金

融板块受政策改革预期影响而大幅上涨，同时

带动低估值蓝筹板块快速反弹，属于在流动性

整体充裕的背景下，价值板块相对成长板块估

值差在特定催化剂触发下的合理修复。

“A股市场大概率进入新的一轮上升周

期。 ” 上述险企投资总监表示：“阶段性风格

修复不意味着持续的风格切换， 本轮市场上

行已经持续一段时间， 从中长期看应该还是

以科技成长为核心、 多种风格相对均衡轮涨

的格局。 ” 他透露，将根据相对估值和相对业

绩趋势的变化动态，调整高分红低估值板块、

消费医药板块、科技成长板块的配置。

国寿资产相关人士认为， 本轮行情是一

次短期的风格平衡化，不是明显的趋势切换。

下一阶段，除基本面跟踪外，流动性变化可能

是影响市场的更重要因素。

结构性机会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不少险资人士都提

及结构性机会。

“整体看好A股市场， 维持相对较高的

仓位，积极寻求结构性机会。如有市场回调会

积极加仓。 在坚守高分红低估值品种底仓的

前提下， 目前相对看好估值合理的消费医药

品种和5G、新能源车、消费电子等方向成长

性良好的品种。 ” 上述投资总监表示。

一位北京的保险资产公司投资负责人表

示：“短期或有波动，但总体向好的趋势不会

变。 投资方向上将重点关注符合国家战略和

宏观政策导向的优质上市公司。 ” 该机构重

点关注的方向为稳定盈利类和成长类， 前者

包括大消费板块等，后者包括电子板块等。

“从行业发展趋势看， 电子行业正在从

人口红利产业转移向更高价值链， 一大批

‘隐形冠军’ 正在崛起，可以期待国内电子产

业链走出长周期的持续繁荣。 ” 前述负责人

表示。

国寿资产指出， 历史上在三季度初尤其

是7月出现一些风格的中性回归的概率较

高；今年上半年风格演绎极致，低估值板块多

数明显滞涨， 估值分化达到极值附近需要修

复。中期来看，更多的结构性行情可能是三季

度的主旋律。

科技、中高端制造受青睐

对于三季度主要配置方向， 国寿资产表

示，将主要关注中下游中高端制造的机会，大

概率集中在电子通信制造、电力设备制造、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 汽车零部件等专业零部件

制造， 同时也可能进一步向下游细分子领域

扩散，短期半导体、消费电子、光伏设备等板

块的弹性会更大。

新时代证券研究所分析师刘光桓用“快

牛猛牛” 形容当下的市场，他认为现在是“主

升浪的第一波” ，后市看好半导体、芯片、特

斯拉概念股、医药、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领域。

“科技股是这几年的重头戏，是公募、私募等

各类机构重点布局的重仓品种， 未来还会持

续不断奔走在长牛征途之上。今日出现大涨，

主要是券商板块有调整迹象， 场外资金转向

调整几日的科技股，中芯国际发行在即，相关

参股公司股价连续大涨， 带动科技股再度活

跃。 ” 刘光桓表示。

对于大金融板块，刘光桓较为乐观。“金

融板块短期涨幅过猛，短线获利丰厚，需要震

荡调整。券商板块后市还有不少政策风口，如

创业板注册制、商业银行并购券商、打造券商

航母、T+0交易制度实施、降准降息等，这些

政策一旦落地都会利好券商。 近日这么大的

成交量更是给券商带来丰厚的利润，所以说，

券商短期高位强势调整后， 还会继续震荡上

行。 ” 他还表示，券商是龙头，银行、保险是助

攻；银行保险估值低，仍有估值修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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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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76 882.52 874.25 878.11 0.56 879.05

易盛农基指数

1171.48 1173.77 1163.03 1167.95 0.75 1169.29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

84.81 84.93 -0.12 -0.14

商品期货指数

1073.94 1072.81 1079.29 1072.15 0.66 0.06

农产品期货指数

839.26 834.06 840.63 839.55 -5.49 -0.65

油脂期货指数

477.38 472.14 479.96 478.29 -6.15 -1.28

粮食期货指数

1317.48 1311.5 1320.57 1317.48 -5.97 -0.45

软商品期货指数

685.67 682.83 686.97 685.57 -2.74 -0.4

工业品期货指数

1103.79 1104.97 1110.68 1101.97 3 0.27

能化期货指数

525.82 523.28 526.77 526.42 -3.14 -0.6

钢铁期货指数

1588.96 1602.21 1612.11 1587.58 14.63 0.92

建材期货指数

1195.86 1199.64 1203.87 1195.03 4.61 0.39

商品综合指数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7月7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7月7日）

股权变更获批 上海农商行冲刺IPO再上一阶

□本报记者 黄一灵

近日，上海银保监局批复同意上海农商

银行的股权变更。 业内人士表示，本次上海

农商行进行股权变更，就是在为上市扫清股

权“障碍” 。

上海农商行2019年年报显示， 上海农

商行在2020年将以优质上市银行为标杆，

完成2020年-2022年发展战略规划首年目

标任务，力争早日上市。

扫清上市股权“障碍”

上海银保监局7月6日发布公告， 同意

上海久事集团受让上海国际集团持有的上

海农商行4.13亿股股份，受让上海国际集团

资管持有该行的3.20亿股股份， 合计受让

7.34亿股股份。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上海

久事集团持有上海农商行7.34亿股股份，占

该行总股份的8.45%。

上海农商行2019年年报显示， 截至

2019年末，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

国远洋海运集团、宝山钢铁股份并列为上海

农商行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均为9.22%。

其中，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其关联

方、一致行动人上海国际集团、上海国际集

团资产管理、上海国鑫投资发展等合并持有

上海农商行18.46%股份。

这意味着，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上海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其关联方、一致行

动人持有上海农商行的股份比例将变为

10.01%。

早在2019年6月，上海银保监局在《关于

同意上海农商行在境内公开募集股份并上市

交易股份的批复》中要求，该行在正式发行A

股上市前必须完成相关股权问题的整改工

作， 将单一非银行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比

例压降至10%（含）以下。

根据 《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

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单个

境内非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关联

方合计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农村商业银

行股本总额的10%。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

本次上海农商行进行股权变更，就是在为上

市扫清“障碍” 。

上海银保监局强调，上海农商行应加强

股权管理，进一步完善股权结构，严格控制

股东关联交易，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与内控

机制。

力争早日上市

上海农商行在 2019年年报中表示，

“2020年本公司以优质上市银行为标杆，加

快结构调整，推进创新转型，夯实风险管理，

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提高专业化

经营能力，完成2020年-2022年发展战略规

划首年目标任务，打造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服

务型银行，力争早日上市。 ”

证监会网站显示，2019年6月21日，监

管部门接收了上海农商行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相关材料，随后，证监会受

理并在同年10月份作出一次书面反馈。

2020年4月，证监会公布对上海农商行

IPO的反馈意见。 截至目前，上海农商行的

审核状态是已反馈。

上海农商行招股说明书显示，该行拟登

陆上交所，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低于发行

并上市后总股本的10%（含10%）， 且不超

过发行并上市后总股本的25%（含25%），

即不低于9.64亿股，且不超过28.93亿股。 募

集资金方面，上海农商行本次募集资金将全

部用于补充资本金，募集资金到位后，各层

级资本充足率将进一步提高。

作为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的最

低监管要求分别为7.5%、8.5%和10.5%。 数

据显示，2016年—2019年末，上海农商行核

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0.56%、10.96%、

12.69%、12.59%； 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0.56%、10.97%、12.70%、12.62%； 资本充

足 率 分 别 为 12.39% 、14.27% 、15.86% 、

15.57%，均远高于监管要求。

上海农商行成立于2005年8月，是由上

海国资控股、 总部设在上海的法人银行，也

是全国首家在农信基础上改制成立的省级

股份制商业银行。 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上

海农商行总资产为9439.91亿元， 仅次于重

庆农商行和北京农商行，是全国规模第三大

农商银行。

国金证券任鹏：

中小券商投行找准发力重点

□本报记者 林倩

注册制对券商投行的定价能力、 承销能力提出较高的要

求， 头部券商往往因资金优势和资源配置能力获得较大的市

场份额，中小券商投行面临更大的市场考验。国金证券总裁助

理兼承销保荐分公司总经理任鹏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面临市场上激烈的竞争，中小券商确实会面临比

较大的压力， 但只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找好专业化发展的方

向，就能够有一席之地。

任鹏介绍， 国金证券投行的重点发展方向是既形成自己

的行业优势，又要做到全方位的业务覆盖，抓重点地区、重点

领域，股债齐头并进。

形成自身行业优势

截至7月6日， 深交所创业板试点注册制受理企业已有

187家。 从保荐机构来看，目前已有46家券商参与到创业板注

册制改革受理企业的保荐业务中。其中，中信建投保荐的企业

数量最多，为19家，中信证券保荐的企业数量次之，为14家。

还有多家券商的保荐企业数量为10家， 分别是长江证券、华

泰联合证券、国信证券、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的保荐项目，主要分布在医药行业、汽车零部件

行业、设备制造行业等。 对于在保荐项目的行业优势，任鹏认

为，这与国金证券的长期积累分不开。公司几年前就布局医药

领域，在生物制药、化学制剂、医药流通、医疗器械、体外诊断、

疫苗等各细分领域齐头并进发掘项目。

国金投行成立了医疗健康事业部， 该部门的员工中既有

从事投行业务多年的资深员工， 还有一些医药领域的专业人

才。 在汽车零部件领域也是如此，随着汽车产业的大发展，国

金证券投行的汽车行业项目涉及发动机、刹车片、轮胎，汽车

的结构件及模具、安全气囊、检测设备等细分领域。 在区域布

局上，国金证券对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和西南重点城

市进行全方位布局。

“既形成自己的行业优势，又做到全方位的业务覆盖，抓

重点地区、重点领域，股债齐头并进。 ” 任鹏指出，这是国金证

券投行的重点发展方向，业务做的越多，行业覆盖面越大，在

行业内积累的经验也越多，企业也更愿意进行合作，因此也会

形成良性循环。

投行市场化意识增强

任鹏提出， 券商投行业务人员通过对注册制下审核理念

和业务流程的学习和实践，专业素质得到提高，以往认为投行

业务就是做材料应对审核的观念得以转变，市场化意识更强，

投行人员更注重发掘企业的价值，提升估值定价能力，能够利

用全公司的资源来对客户提供服务。

科创板的设立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加强了投行部门与公

司其他部门的合作，根据任鹏的介绍，国金证券投行部门利用

公司在全国各个重点地区的营业网点，从债、股方面去合作。

另外，在对企业的保荐和承销过程中，投行与研究部门、经纪

业务部门、直投部门、资产管理部门等都有了更多的合作；企

业上市以后，股票的托管、后续质押等业务也都需要其他部门

的配合。借助科创板和创业板业务的运作，国金证券完善了跨

部门协作联动机制， 提高了对客户的服务效率和综合服务能

力。据了解，国金证券目前提出以投行业务带动公司整体业务

发展，作为公司的重要战略要求。

融资渠道的丰富也促进了投行的市场化服务意识。“现

在市场给企业融资创造了非常多的渠道， 真正体现了多层

次资本市场可满足不同企业融资的需求。 ” 任鹏表示，有的

新三板企业虽然能够达到上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条件， 但是

考虑到股票限售期等因素， 更愿意选择去新三板的精选层

挂牌。

在科创板、创业板及新三板精选层等板块的推荐选择上，

任鹏指出，首先要看企业的属性，能不能满足科创板的科创属

性，或者能否达到创业板的发行上市要求；二是要看企业自身

的意愿，对于板块选择的自信心；三是地域因素也会影响企业

的板块选择。

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正在提速，任鹏认为，注册制的实

施， 监管部门从企业的实质审查转变为围绕信息披露为中心

的形式审核，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更有利于企业

发展、更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更有利于投资者投资。 而资本

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上市企业优胜劣汰，必然需要配备完

善的有进有退的常态化退市制度，促进资本市场的新陈代谢，

形成良好的循环。

在经历数个交易日的强势拉涨后，7月7日以券商为代表的大金融

板块出现回调且明显分化：多只券商、银行、保险个股受到重挫，少部

分继续维持涨势。

是什么促成了大金融板块的回调？ 后续是否还会再度强势归来？

部分券商人士认为，在股价猛涨逐步兑现利好预期之后，金融板块回

调是市场情绪回归理性的正常表现，但当下也需防范风险避免追涨杀

跌；后市大金融板块仍有布局价值，受益政策利好依旧值得优先关注。

大金融板块分化明显

机构：短期回调不改大金融长期配置价值

□本报记者 胡雨 周璐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