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年相“好马” 需先练“马术”

A股“开门红”演绎小阳春

节后开市先抑后扬 节后开市第

一天，A股市场形成了先抑后扬的“开

门红”走势。开盘后由于受到节日期间

外盘影响而低开，但由于A股本身并没

有像外盘那样先走出一波反弹，相反市

场在节前还一度跌破2000点，因此A股

本身就没有所谓的获利盘和热钱撤离，

外盘下跌更多的是影响市场的心理层

面。 近期市场的总体基调就是外冷内

热，创业板在节前已经创出了新高，市

场年报要素产生的高送转和业绩预增

股都已经活跃， 年初吃饭行情的基调

没有改变，只是由于新股、资金面收紧

和外盘要素让行情变得更为复杂了，

个股结构性的分化格局比较明显，包

括今天早盘就有很多个股逆势走强，

其中次新股、传媒、通信、家电等板块

强势明显，有热点有资金又有盘面相对

较好的走势，而且开门红也将持股过节

的思路得以延续， 这些都是积极的要

素 。

(

玉 名

http://blog.sina.com.cn/s/

blog_557f024c0102e5up.html)

A股走势独立 从过去较长时间的

走势来看，A股并不与外盘走势相联系，

外盘涨跌似乎都没有引发A股的对应走

势， 市场更多的还是以自身的要素为

主， 节后市场新股密集发行暂告段落、

上市公司去年业绩逐步明朗等要素，并

不会让市场太弱。 目前来看，除了创业

板指数突破1500点再创历史新高外，代

表最广大中小盘个股的深证综指也处

于强势之中。 从技术上看，该指数放量

突破了自去年10月以来构筑的三角形

形态，局部的小调整是突破后的回踩确

认以及主力洗盘的过程。 因此该指数为

投资者提供了观察主力进一步动向的

良好视角。 （校友957�

http://blog.sina.

com.cn/s/blog_4fab53900101q0qc.html

）

“红二月” 值得期待 随着“两

会” 渐行渐近，市场对改革的热情会逐

步升温；国内经济仍有下行压力，但市

场预期下调已较充分；2月份宏观流动

性将处于中性偏宽松格局，而股市流动

性也因IPO技术上的暂停有望呈现显

著的环比改善，直接为股市提供上涨动

力， 在流动性以及两会改革预期影响

下，节后乃至整个2月，A股的投资环境

将获得改善，至少就指数而言，恐慌性

杀跌可能性不大，节后行情可期。

春节后热点展望：一、每年冬季都

是白酒销售旺季， 尽管今年的 “大环

境” 仍不理想，但通过“促销” 等手段

仍有望借此来完成全年目标，为来年打

下基础。 二、新疆是国家能源资源战略

基地、中国向西开放桥头堡、丝绸之路

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快速发展

让人对新疆刮目相看，更多的资本开始

纷纷涌入新疆，不仅如此，新疆上市公

司同样也成为资本市场人士眼中的香

饽饽。 （沙漠雄鹰

http://blog.cs.com.cn/

a/0101000109E400D8D946E856.html

）

把握节后行情要有策略

关注技术趋势变化 从技术上看，

股指一月呈现筑底走势概率正在增加，

1月也容易形成阶段性底部。 2011年上

证指数在连续下跌之后，在1月25日探

出底部止跌，随后展开了400点的反弹

行情； 自11月中旬单边下跌之后，在

2012年1月探底回升，上证指数也展开

了300多点的反弹行情； 对于2013年1

月份筑底行情，在2012年12月4日提前

完成，所以1月份延续了上涨，上涨也

有200点空间。

根据时间周期看， 从2012年12月

份的1949点到2013年6月份的1849

点， 历时7个月， 从2013年7月份到

2014年1月份，也是7个月，时间上完

美对称，可能构筑头尖底的超级大底

形态。 所以1月下旬以来市场的反弹

很容易形成向上拐点。 那么2月份在

诸多有利的资金面要素下，能否突破

2100-2150点将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

要素。 （叶千华

http://blog.sina.com.cn/

s/blog_9bd50ae90101o2l1.html

）

股民策略很重要 股民策略应该坚

持两个模式：第一，年初市场与年末是不

同的，即便年初有调整，实际上资金的目

的也是为了后面更好地运作行情去反

弹， 短线权重股的轮番打压和恐慌抛

盘，是对于IPO重启后的一种过激反应，

也是对于管理层对冲性政策利好爽约

的失望情绪，而这些反应过后其影响力

度会逐步降低。 第二，热点方面，年报和

新股，是目前可以看得到有资金运作的

主要方面。 尤其是新股方面，之前市场

始终认为其对创业板是风险， 但实际上

由于新股扩容加速，导致资金紧缺，那么

热点只能来自于消耗量小的中小盘股。

所以当下市场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结构

性的分化走势， 股民要重点把握这样的

特 点 。 （玉 名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1113300D8D8FE8DF8.html

）

马年练“马术”

先大盘再板块后个股 1、 先大

盘。在下跌的趋势中，保持低仓位操作，

相信现金为王；在震荡市中，则需要跟

随热点，随时调整操作策略；只有在市

场处于长期上涨趋势中，才可以大胆买

进并持有股票。2、再板块。了解板块是

为了解决投资方向的问题。 在最短的

时间内实现获利最大化的关键前提

就是踏准市场热点。 为此，我们可以

利用板块指数进行涨跌幅排序，从而

找到近期市场中最强的板块。 3、后个

股。 现在，很多股民有这样的感觉，大

盘指数不断走强，可自己的股票市值

还在亏损中。 是什么原因导致挣了指

数不挣钱的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市

场热点没踩准，强势个股没买到，而手

上都是一些弱势股。 大盘涨它不涨或

涨得少，大盘跌它跌得更快，即使这样

你还不舍得换股，生怕卖了就大涨。 在

股市中生存大家一定要永远记住 “去

弱留强” 四个字。 4、决策买卖。 能否挣

到钱，一方面看股票本身，而买卖点的

问题也非常重要。 股票再好，但如果不

会买卖那同样不能挣钱。 大盘好、板块

好、 个股好， 最后还要把握好买卖点。

（沙 漠 雄 鹰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109E400D8DC76E956.html

）

关注题材做热点 题材是金、量能

是银、价值是铜，只有跟热点才能赚钱。

A股市场， 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炒作

方式就是以点带面。 点是龙头、 面是板

块。 以点带面就是先确立一个冲锋陷阵

的龙头品种，在龙头的带领之下，撬动、

炒热整个板块。从获利而言，龙头具有涨

幅大、涨势汹、持续时间长的特点，一个

板块中抓住龙头就等于抓住了盈利的核

心。 （盘古开天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1088900D8D8FCF975.html

）

以上博文由中证网博客版主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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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股市畅想

□刘宝民

恰如诗人雪莱的诗句 “冬天来

了，春天还会远吗” 一样，在经历了

那些令人心痛的沮丧和迷茫的日子

之后， 股市似乎悄无声息地步入了

马年。 尽管未来证券市场还会充满

艰辛和挑战， 但新的一年依然给股

民心里注入了希望和企盼。 正因如

此， 对马年的股市笔者才有了发自

内心的畅想。

畅想之一， 监管部门对新股发

行将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以确保

新股发行真正做到公开和公平。 由

于受机制的束缚和制约， 以往的新

股发行执牛耳得大头的肯定是机

构，因为其资金雄厚，消息灵通，应

变迅速，呼风唤雨，在和散户股民的

博弈中占有绝对优势。 而中小股民

只好退而求其次， 纷纷到金融机构

购买新股的理财项目， 希望通过迂

回的方式来谋得新股发行的一杯

羹。 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又从另一层

面增强了机构认购新股的实力，从

而形成非良性循环，久而久之，难免

在股民心理产生负面影响。 有鉴于

此，新股发行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和

公开， 让每个股民都能获得均等的

机会。 与此同时，新股发行理应纳入

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 新股发行

前，监管部门要将一整套发行制度、

办法和程序公布于众， 让股民一目

了然，心知肚明；在发行过程中实行

有效监管，设立举报电话，一旦发现

违规违纪行为，严惩不贷，不搞下不

为例； 在发行后进行有针对性的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未雨绸缪，

不留后患。

畅想之二，监管部门打击内幕

交易必须落到实处，绝不搞下不为

例。 对股市内幕交易采取预防为

主，强化管控，堵塞漏洞，社会监督

等一系列措施打击内幕交易。 要加

强证券处罚的规则体系建设，协调

有关部门出台证券期货案件的移

送、认定、指定管辖等司法文件，完

善民事赔偿司法解释，推动司法机

关制定证券行政案件的证据适用

规则，建立长效防范机制。 除此之

外， 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案件频发，

除了利益驱动这一功利目的之外，

也有其较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往往

一个案件会牵涉到多个部门、公司

和个人，只有大力推行行政处罚工

作机制，建立健全行政处罚与司法

合作打击证券期货犯罪的模式，促

进稽查、审理的协调统一，才能有

效保证行政处罚工作的专业性和

独立性，实现联手打击内幕交易的

初衷。

畅想之三，股民在起伏跌宕潮

起潮落的股市中能够日臻成熟。 随

着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大众投

资理念的更新，加之与此配套衔接

的一系列有利于投资者的规定措

施出台， 使得证券市场日趋活跃，

有序推进，许多寻常百姓成为股民

队伍的一员，随之也带来问题和隐

忧。 国内证券市场的约束机制和法

律手段尚不成熟完善，对广大股民

的风险教育明显滞后，加上有些舆

论先入为主，以偏概全，导致侵害

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 要规

避风险，减少损失，确保利益，股民

一要学习掌握证券法律知识，诸如

《证券法》和监管部门颁布的相关

规定，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头

脑冷静，不能人云亦云；二是要清

楚一旦出现了自身权益受侵害的

现象，通过哪些渠道找到什么部门

才能更有效快捷地依法维权，防止

擅自主张，激化矛盾，留下后患。 三

是当股民亲身经历了由此及彼、由

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认

知和解读过程后，就可以逐渐变成

一名通晓法律知识操作、依规有据

的行家里手。

外盘暴跌

@K线红骑士：过节期间外盘普遍下

跌，不利于国内

A

股走势，节后大盘危机

四伏。

A

股可谓内忧外患，又是转型之年，

看淡

2014

，只有局部性机会。 如没有重大

政策出台，

2

月份或许是全年的高点。

@雨农谈股： 又是一面倒的说全球股

市崩盘，不用这么情绪化吧。 事实上这是一

场预期中的回调， 回头看整个一月份机构

资金都在有序撤离美股市场， 只留下过度

兴奋的散户和对冲基金， 这意味大跌远未

伤及市场根本， 快速宣泄反而有利新多资

金的入场，所以很快就能看到外盘企稳。 把

恐慌留给第二波吧，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渭东：春节假期结束，国际股市大幅

下跌，

QE

又缩减额度了， 其它新兴市场又

进入到加息周期。 其实，国际市场对

A

股影

响不大，人民币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A

股在年前已经提前调整。 年后资金面趋于

宽松，即使短期有一定回调压力，反而会有

一定估值吸引力。 市场也许会先抑后扬。

房价

@雪城：股市上不去，不要指望房价能

够下来。近几年股市这么低迷，

10

倍市盈率的

股票也没人买，而投资渠道匮乏的情况下，中

国人的钱都往哪里放？ 唯一的渠道就是房子

了。 之所以钱都涌向房地产，就是因为房子

什么时候买都是涨的，股市什么时候买都是

跌的，这是被实践验证了的一个真理。

@慧丰： 美缩减

QE

可能刺破中国房

地产泡沫。 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股市低

迷，国内外投资资本涌向房市。

QE

开始退

出将造成中国内地市场流动性紧缺，很快

会传导到资金资本蓄积量最大的房市。一

旦流动性突然收紧， 房产泡沫将被刺破，

随即流动性膨胀支撑的金融风险将爆发。

黄金

@张磊： 今年经济环境的大方向是

量化宽松逐渐缩减以及世界经济进一步

复苏。 黄金的避险需求有所减弱，金市资

金可能进一步外流。从传统金价变动周期

来看，

2

、

3

月份伴随着实物黄金需求下滑，

金价会有所滑落，

7

、

8

月份后黄金价格一

般会有所回调。

@倚牛执耳： 经过

1

月份的爬坡过

程，春节期间黄金价格逐渐有了企稳的趋

势。 在消费市场上，节日的到来让黄金又

闪耀了一回。 纵然“钱途”未卜，也要“金”

光闪闪过大年。而最近的投资者应该把目

光聚焦在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上，本月数据

持续利好， 美元料将因此受到提振走高，

黄金将受打压。（田鸿伟 整理）

熊市抄底，估值别忘

2005

年

□丁宁

已经连续多年“熊霸” 全球的上

证指数，现在继续走熊。 从客观角度

来说， 本轮熊市相对于以前的998点

和1664点来说，其底部有望进一步抬

高。 但不得不说的是，如果单从市盈

率和市净率等估值参数来看，如今的

大熊市甚至还不如2005年和2008年。

而笔者之前所犯的投资错误，其实就

是在投资时只参考了2008年熊市的

底部估值，但却忽略了2005年的熊市

估值。 从而造成了投资的安全边际过

小，浮亏较大的问题出现。

以笔者投资的哈药股份为例，就

犯了文章开篇所提及的错误。 仅参考

了2008年的熊市估值， 以1.8倍的市

净率进行投资，甚至一度还误以为抄

到了这只股票的熊市“大底” 。 但是

随后的走势却让笔者始料未及，再加

上业绩复苏缓慢以及股市环境的整

体恶化， 估值体系再次遭遇考验，并

最终跌破1.8倍市净率，造成了本次投

资的明显浮亏。 好在笔者最初的投资

仓位很小， 所以浮亏幅度虽然很大，

但损失并不算多。

与此同时，由于2008年的熊市估

值未能起效， 所以笔者的估值体系又

进一步追溯到2005年熊市的估值体

系。也就是说，当哈药股份的市净率跌

破1.35倍之后， 笔者又进行了第二次

补仓抄底， 从而将投资成本进一步拉

低。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抄底的并不

是绩优股， 而是在赌这只股票的业绩

反转。因此，在业绩反转之前的两次抄

底，都是小仓位投资。至于真正的大仓

位投资， 则应该选择在业绩真正开始

复苏时进行操作。并根据当时的季报、

年报的业绩复苏是否顺利， 逐步将仓

位加至满仓。 此外，在考察业绩时，还

应排除掉“非经常损益” 这一项。如此

一来， 业绩横向对比就可以更加真实

可靠， 有效识破少数绩差股依靠卖资

产来粉饰业绩的假象。 从而一下子便

可看出哪只股票是真的业绩反转，哪

只股票是假的业绩反转。

总之， 在大熊市里抄底股票，同

时考虑2005年和2008年两个熊市的

最低估值，并分两次对投资标的进行

抄底，实际上可以为投资带来更大的

“安全边际” 。 除此之外，如果是价值

投资者，不但需要考虑使用市净率进

行估值，而且还要更多的考虑使用市

盈率、 市销率甚至是市现率进行估

值。 这样一来，投资的“安全边际”才

会进一步扩大，日后便可将抄底时的

浮亏减到最小。 虽然从长远角度来

说，无论参考2008年还是2005年的熊

市估值，也许都算是股价走势的底部

区域。 但在股市环境整体恶化的熊市

里， 同时考虑两个熊市的底部估值。

也确实可以进一步减小浮亏，从而对

长期持有带来更强的信心。

最后要说的是， 由于人性的弱

点，我们总因为股票上涨而觉得自己

很明智，也总因为股票下跌而觉得自

己很愚蠢。 即便是理性的价值投资

者， 在遇到自己的投资举步维艰之

时，也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投资是否正

确。 自我怀疑和惧怕失败的心理，往

往会使我们在满心期待机遇的地方

却看到满眼灾难的影子。 因此，浮亏

之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进行更为理

性的分析，并根据企业基本面来反复

验证自己的投资是否正确。 而最后要

做到的，其实就是遵照巴菲特恩师格

雷厄姆的教导：“很显然，这需要坚定

的信念，以不同于常人的方式思考做

事，并需要坚韧的耐心来等待看似遥

遥无期的恐怖熊市” 。

打新复炒新

□周凤迟

2009年的第四季度， 创业板登

台， 老刘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

机会， 因为凡是新兴的东西一般来说

都好赚钱，尤其是在它的启蒙阶段。

以前，老刘多次买过诸如银行此

类的大盘股，虽然这些股票安全系数

极高，但赚起钱来却难如登天，始终

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就连涨停板

都没有遇到过。 老刘为了稳妥起见，

先拿这10万元以15元的价格申购了

6000股西部建设。 好消息传来，中了

500股，老刘在11月3日上市当天以30

元的价格全部卖掉， 获利7500元，这

不就是白捡钱吗！ 借钱给老刘的朋友

也没闲着， 在同年的11月25日以173

元的价格买进贵州茅台1000股。2013

年9月2日，贵州茅台以151.92元的跌

停板价报收，令他扼腕叹息。

初尝打新甜头的老刘开足了马

力，逢新股必申购，先后中了仙琚制

药、中原特钢、兴业证券、涪陵榨菜、

爱康科技、仟源制药、人民网、掌趣科

技等新股。 卖的最不成功的就是涪陵

榨菜， 在上市当天集合竞价一出来，

诚惶诚恐地把中签的500股全卖了，

哪知道卖后神奇般地涨了20元，少赚

10000元。老刘说，这些股票都是在上

市当天开盘后20分钟之内卖的，基本

都卖出了高价，唯有涪陵榨菜没能卖

到恰到好处，此后，就再也没有在二

级市场上买卖这些中签的股票，总觉

得它们的价格还是高。 由于此后市场

环境趋于恶化和新股的价格太高，可

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小，老刘就放弃了

新股的申购。

老刘算了一下， 申购新股赚了

45000元。 从某种程度上讲，新股的

停发给了老刘当头一棒，因为“白捡

钱” 的机会没了。 但是，老刘并没有

因此远离中小板和创业板，特别是对

创业板的股票越来越专注。 老刘认

为，只有等到上证指数和创业板股票

的价格跌透了，才有操作的价值。

由于资金的接连撤离和抛盘的

不断涌现，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被打

压的不成样子了， 一片荒凉景象，那

些高价股票更是跌得支离破碎，而此

时的上证指数已经跌破了2000点的

重要关口，市场人心惶惶，好像世界

末日来了。但是，老刘却不这样看，价

格越低，机会就越大，机会就越多；想

当初，华谊兄弟上市当天的最高价超

过了70元， 到了2012年12月初的时

候，价格只剩下不到15元了，跌得更

惨的股票比比皆是， 真乃物是人非。

老刘曾经中过掌趣科技的签，但它当

时的表现并不十分突出，他记得所中

签的500股，也就赚了4500元，不太

令人满意。

老刘炒股非常关注政策面的大

小变化，尤其是带有方向性和趋势性

的东西，比如说中国经济的转型势在

必行， 必须依靠高科技统领天下，而

那些高污染和高耗能的建设是没有

发展前途的。 所以，老刘对于科技股

的走势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变化颇为

关注， 十多年前爆发的网络股行情，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当时的

网络股行情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

西作为支撑，最终以暴跌加阴跌的方

式结束了，但它所产生出的能量却是

非常惊人的，在美上市的新浪股票的

价格最低曾经跌破1美元， 几乎快到

了就要清盘的地步，但是，科技浪潮

的再次兴起， 却使新浪股票大放异

彩，涨幅超过了100倍。

老刘一直认为，创业板的股票同

样会创造这样的奇迹，这只是个时间

问题，倒不如现在它还默默无闻的时

候玩上一把再说， 或许还能抢得先

机。 老刘决定，就以曾经中签且也是

创业板的掌趣科技作为第一块试验

田，2012年11月28日以22.80元的价

格买进6000股，采取以静制动的操作

策略。

2013年5月20日和21日两天，掌趣

科技接连出现涨停板，老刘以75元的价

格全部出掉，获利20多万元，首次实现

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这完全出乎他的预

料。 老刘之所以买掌趣科技，一个是这

家公司处于高速增长期，二是因为掌趣

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是华谊兄弟，这是一

家同行业中的领跑者，两者的股票可以

做到相互性的联动，资金就喜欢博弈这

样的股票， 总是能让人产生某种联想，

因而保持了题材的某种鲜活度，有利于

资金进行长时间的角逐。 新股再度开

闸，新的博弈机会又来了。

漫画，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