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纠结蓝筹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两市大盘上周再度上演强势逼空大戏，伴随天量成交金额，以金融

股、石油石化股为代表的权重股大举上攻，打开股指上行空间，也将“大象跳

舞” 尽情演绎。 不少投资者感叹“钱为何如此之多” ，“A股缘何如此‘任

性’ ” 。

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宏观流动性宽松成为常态，A股赚钱效应凸显，

增量资金积极入场；另一方面，融资杠杆化交易大潮汹涌而来，加杠杆翘起

“大象” ，助推股指上行。 资金驱动是本轮行情最大特征，把握资金脉络有助

于投资者更好布局。 考虑到市场风格依然偏向蓝筹股，资金也沉淀在此类品

种中，投资者不妨乘资金东风、顺蓝筹之势，把配置重心放在大盘蓝筹股，尤

其是短期涨幅相对较小的二线蓝筹身上， 此类品种有望在新一轮蓝筹轮动

中受益。

“大象起舞” 股指再演逼空大戏

11月底，股指以一波“七连阳”的强势逼空收官。 部分机构认为，短期大

幅上涨需震荡整固消化，逼空行情将暂告一段落。 不过“市场先生” 显然不

愿接受这个歇脚休整的“剧本”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再度上演强势逼空“大

戏” 。 沪综指连续上攻， 累计上涨254.81点， 上涨9.50%， 盘中最高上探至

2978.03点，距离3000点整数关口仅差22点。深成指涨势更猛，全周累计上涨

11.83%，一举突破万点大关，盘中最高上探至10319.87点。

与此前“逼空”式上涨相比，上周A股将“大”这个特征尽情演绎。 一方

面，成交金额快速放大。周初A股成交金额维持在6700亿元左右。上周三，成

交金额快速放大至8967.81亿元， 上周五，A股成交金额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到10495.02亿元。考虑到2900点附近积累的套牢盘较重，需成交量显著放大

方能有效突破，市场成交金额不断刷新天量为股指强势突破提供动力，打开

市场上行空间。

另一方面，“大象起舞”尽情演绎。 与之前金融板块独领风骚不同，石油

石化板块也加入到抬升股指队伍中来。 中信石油石化指数上周累计上涨

7.66%。 在指数成分股中，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只“大象” 上周分别上涨

23.87%和21.71%，“石化双雄” 在上周四双双涨停。 中国石油流通市值达

16387亿元，中国石化流通市值达5988亿元。 与金融股相比，这两只股票堪

称“巨象” 。 作为权重股，“大象起舞”直接带动股指上行。

乘资金东风 顺蓝筹之势

增量资金积极入场和融资杠杆化交易兴起为逼空行情提供了充足弹

药。 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市场风格依然偏向蓝筹股，增量资金也大多沉淀

在此类品种中，投资者不妨乘资金东风、顺蓝筹之势，把配置重心放在大盘

蓝筹股上。 金融股短期涨势已高，追涨风险有所增大，以汽车、电力、交运为

代表的二线蓝筹，有望在新一轮蓝筹轮动中受益。

一方面，从宏观流动性上看，资金面宽松将成为常态。从2013年开始，央

行开始推出SLO、SLF等聚焦短期流动性提供的债权工具，2014年开始推出

MLF、PSL等聚焦于中长期的商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工具。预计2015年央行

货币政策将更灵活，将明显增加价格型工具使用，宏观流动性整体宽松且稳

定。 从A股市场流动性看，市场赚钱效应明显，其他投资领域收益率纷纷下

滑，市场自我强化能力不断提升，增量资金纷纷入场。

另一方面，融资杠杆化交易大潮正在兴起，从融资看，11月25日，沪深股

市融资余额为7932.03亿元，尚在8000亿元之下。不过，时隔7个交易日，融资

余额便快速攀升至8735.33亿元，累计增长803.3亿元。 期间单日融资净买入

额高达239.10亿元，创历史新高。由此来看，投资者加杠杆意愿愈发强烈。据

兴业证券统计，根据当前监管政策限制和标的股票，理论上券商两融业务尚

存1万亿元空间。 融资杠杆化交易大潮为A股提供充足资金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波动会变大，投资者同样值得警惕。 首先，杠杆化交

易大潮将加大市场波动性， 如市场出现调整， 融资融券反而会放大市场调

整。 其次，海外市场的风险，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可能产生阶段性影响。

纵观历史上每次美国开始加息周期，都会引发全球资本流动逆转，从而给新

兴市场带来一定不确定性。

“抢B” 游戏：无知者无畏

当牛市迅疾而至，杠杆基金作为市场“急先

锋” ，在过去两周内上演了一出飙涨大戏。 即便套

利资金瞄准分级基金整体溢价的套利机会陆续入

场，但在亢奋的市场情绪下，套利盘根本无法打压

B份额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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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八八魔咒” 基金大幅加仓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分级基金B类的盛宴持续， 上周涨幅超50%的分

级股B达4只。 数据显示，近两周数十亿套利盘蜂拥而

入，仍不敌场内“接盘侠” 前赴后继。 在双方博弈下，B

类高溢价迟迟不回落。公私募基金一致看好后市，尤其

是蓝筹股，主动股基仓位已达两年多来最高。

主动股基仓位

达4年多来新高

万博基金经理研

究中心数据显示，当前

主动股基仓位达2010

年7月以来最高值。

截至12月5日，主

动型股票方向基金最

新平均仓位为88.69%， 与前一周前相比上升1.75个百

分点，其中主动加仓1.07个百分点，与一个月前相比提

升6.39个百分点。 剔除股票型基金，偏股型及平衡型基

金整体仓位均值为79.26%，与前一周相比上升1.41%，

其中主动加仓0.98个百分点。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在行业配置方面，上

周汽车、石油石化、银行和非银金融等蓝筹板块均呈加

仓态势， 显示在市场由蓝筹板块带动快速上攻的情况

下，公募基金正积极追赶，以期跟上大盘表现。 食品饮

料和医药等非周期板块遭受较大幅度减持， 显示公募

基金开始抛弃在牛市初期表现欠佳的板块， 为周期行

业腾挪仓位。

稳健型基金也大幅提升股票仓位。 德圣基金研

究中心数据显示，上周保本型股票仓位上升明显。减

仓幅度较大的多为偏好成长股配置的基金。 （下转

A02版）

A股“中国梦”

呼唤长牛

□

本报记者 王栋琳

2014

年末

A

股的急速大涨，是一部“喜剧

+

惊悚”大片。 对于广大追逐

A

股的股民来说，自

己的“中国梦”就是实现财富增值的“牛市梦”。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牛市无疑是经济发展的合

理结果和加速器。但是，暴发户式的短炒爆炒会

透支上涨动能，破坏长期牛市的基石。本轮牛市

的特征不是“投机市”，而是“信心市”，中国深化

改革、 扩大开放释放的巨大红利足以支持一轮

长期的、稳步上涨的牛市。 是时候摒弃“赚一把

就跑”的熊市思维了！

A

股市场一场历史性转折早已悄悄开始

了。 与其说是降息和宽松预期点燃了资金推动

式行情， 不如说是改革释放的新一轮增长动能

唤醒了沉睡的

A

股。

中国需要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 曾经肩负

上世纪

90

年代国企改革、 本世纪初银行股改重

大使命的

A

股市场， 现在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大旗。 要发挥好这一作用，

A

股市场首先要强大。

一个长期萎靡的股市不可能与一个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相匹配。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股市是发掘投融资潜力的

沃土。

2007

年到

2013

年，中国

GDP

增长

1

倍多，

A

股市值却跌了

30%

。同一时期，银行贷款

/GDP

从

98%

飙升至

126%

。间接融资比重过高、风险过于

集中，影响了资金效率和成本，成为金融系统的

沉疴，未来必须更多依靠直接融资。牛市的财富

效应、口碑效应将激励

A

股进入投资、融资的良

性循环，真正服务实体经济。

牛市也是解决资金“瓶颈”的良药。

A

股市

场能够吸收资金，也能创造资金。货币超发投放

流动性未来不可持续， 牛市却能通过市值的上

涨加速资本货币流动，创造出新的流动性。在外

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模式停摆之后， 牛市有望

成为新的活水之源，企业可用资金增加。

牛市是普通民众多年求之不得的 “聚宝

盆”。 广大股民、间接投资股市的民众迫切希望

通过牛市增加财产性收入， 上一轮被套的股民

求牛市“解套”，新生代股民则期盼通过牛市跑

赢通胀和楼市泡沫。牛市，应该成为多年来内需

消费“屡激不活”的解决方案。（下转A02版）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两市上周再度上演强势逼空，以金融股、石油

石化股为代表的权重股大举上攻，打开股指上行空间，

将“大象跳舞”尽情演绎。

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流动性宽松成为常态，A

股赚钱效应凸显，增量资金积极入场；另一方面，融资

杠杆化交易大潮汹涌而来，加杠杆翘起“大象” ，助推

股指上行。 资金驱动是本轮行情最大特征，把握资金

脉络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布局。 考虑到市场风格依然偏

向蓝筹股，资金也沉淀在此类品种中，投资者不妨乘

资金东风、顺蓝筹之势，把配置重心放在大盘蓝筹股。

此外，短期涨幅相对较小的二线蓝筹有望在新一轮蓝

筹轮动中受益。

“大象起舞” 股指再演逼空大戏

11月底，股指以一波“七连阳” 的强势逼空收官。

部分机构认为，短期大幅上涨需震荡整固消化，逼空行

情将暂告一段落。不过“市场先生”显然不愿接受这个

歇脚休整的“剧本” 。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再度上演强

势逼空“大戏” 。

与此前“逼空” 式上涨相比，上周A股将“大” 这

个特征尽情演绎。 一方面，成交金额快速放大。 考虑到

2900点附近积累的套牢盘较重，需成交量显著放大方

能有效突破， 市场成交金额不断刷新天量为股指强势

突破提供动力，打开市场上行空间。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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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看点

期权时代

“黑天鹅” 也不怕

A06

补涨潜力大

“小象” 迎机遇

A12

金融股

成“吸金王”

A16

A09

特别报道

明年楼市政策将定调

刺激需求料成主线

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也在悄然影响未来的政策走向。 中国证

券报记者日前从权威人士处获悉，经过长时间调研后，智囊机构近

期向主管部门提交了一份调整楼市政策的建议， 涉及相关税费调

整、微调限购等措施。 这些政策建议的共同指向，在于刺激市场需

求，促进成交量回升。

A02

财经要闻

深交所：完善内地与香港基金

互认业务方案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证券通

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技术服务座谈会7日

在深圳举行。 参会的业界代表认为，统一的服务平台有助于降低运

营成本，弥合两地在监管和实践上的差异，提高基金跨境销售的运

作效率。与会代表对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提出的初步业务方案给予了

充分肯定，结合自身需求对服务平台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深交所

和中国结算方面表示，将在充分吸收业界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业务方案。

A05

期货周刊

期指“死多”潜行狙击“狂牛2.0”

与“牛气冲天” 的股票现货市场单边做多的棋局相比， 沪深

300股指期货市场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刀光剑影的厮杀。在大资管时

代，多空对决的背后有太多复杂的影响因素。即便曲终，多头未必就

盈利，空头也未必是输家，且看“快牛” 背上的多空众生，如何演绎

这一曲“冰与火之歌” 。

A11

公司新闻

上市公司定增持续升温

随着二级市场好转，定增市场继续升温。 进入12月，多家上市

公司发布定增预案，其中不乏大手笔项目。 良好的项目预期加之近

期行情火热，部分公司股价在公布定增预案后明显上涨。

标普500创新高 美股连涨七周

上周美股市场表现堪称“一边倒” ：标普500

指数不断创新高，美元持续走强，市场乐观情绪延

续。 上周五标普500指数收于2075.37点，全周上

涨0.38%，过去七周累计涨幅达10%。

新华社图片 制图/苏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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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风云

李扬：

新常态下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无

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新挑战。 从外在表

现看，新常态是指经济增长率到了一个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系

列宏观经济指标都会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