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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调整背后的机会

静待金融股发力继而冲高 在市场再创历史天量的同

时，盘中大幅快速跳水，显示出当前盘面堆积大量获利资金。

一有风吹草动便会令大量获利盘涌出， 许多前期涨幅较大个

股，在周四午盘下跌中跌幅居前正是验证了这一观点。 其次，

周三股指V型反转也显示出多头资金追捧和承接力度的强

势。 与此同时，场外大量资金也正虎视眈眈，寻找低吸机会。

目前很多获利了结的投资者和空仓的投资者都不希望股

市继续上涨，而通过很多技术分析来看，目前均已超买，但目前

市场强势格局依然没有改变，高位虽可能出现长阴线，但盘中

可能会随时出现翻红，继续上涨。另外，现在的大盘上涨与金融

股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金融股没怎么跌而已。 但如果后市金

融股集体上涨，大盘就有望快速冲击3800点。（王彪

http://blog.cs.

com.cn/a/01010007654200E2972A8E5B.html

）

板块轮流活跃可能性较大 在市场连续上涨过程中，短

线超买也随即出现，由此也带来指数的快速调整。 在天量牛

市环境下，震荡速度与幅度都较大，因此板块轮流活跃的可

能性也较大。

本轮行情上涨的主导因素是由于资金面不断宽松。在市场

资金面仍保持充裕、 场外资金虎视眈眈寻找进场机会情况下，

预计股指仍有望保持强势格局。 在资金驱动的行情下，长线行

情正在延续，后市大幅快速震荡也将随着上涨不时出现。 牛市

中回调是给低仓位股民以调仓换股跟进的机会，值得把握。

从目前来看， 由于新股发行速度远跟不上单位市值的增

速，在新增资金推动下，“二八”轮动（以二为主）中市场震荡

上行是未来行情主基调。 在赚钱效应愈发浓烈，增量资金不断

入场情况下，市场总体向好趋势不改。特别是在改革环境下，随

着多次降息，市场流动性有望保持宽裕，即使短期内股指在收

获10连阳后有所休整，但中长期来看，股指向上趋势明朗，强势

格局下建议投资者继续持股待涨。（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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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1113300E29E6C8CFA.html

）

回避短期风险等待入场机会 大盘经过10日连涨后上

方出现巨大获利盘，而获利盘越多越容易出现踩踏效应，而本

周盘中出现的快速杀跌应该是获利盘蜂拥而出造成的。 而相

较于2014年12月9日的走势，大盘这波上涨之后放天量调整，

随后虽有冲高，但不久将进入调整期间。所以指数休整是必要

的走势，市场也难以转向空头。 因为市场调整至3600点一线，

多头资金集中涌入，指数很快又返回3700点一线，说明资金

充沛，反弹趋势未发生改变。 只是短期多空博弈越来越激烈，

股民要做一定措施，避免追涨近期已炒作很高的品种，而是转

向补涨股的挖掘。

综合来看，虽说中小板和创业板盘中再创新高，走势

依旧强势，但从整体走势上看，大盘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毕竟在连续上涨之后获利盘已相当丰厚， 因此短线大盘

存在风险，但中长期趋势并未发生改变。 操作上，应回避

短期风险， 等待回调后的入场机会。 （财富龙

http://blog.cs.

com.cn/a/01010006BD3000E29B05D5E5.html

）

放量滞涨期操盘需谨慎 从技术面分析来看，短期主板

放量滞涨明显，可以看作是主力加快短期高位出货。 只是很

多时候，只有当“狼来了” 反复预演，让更多投资者放松警惕

后，市场才会真正意义出现大级别调整。 另外，根据以往经

验，高位横盘出货后会有小级别阴跌，阴跌之后肯定会有一

次急促的下跌。 这样的方式，一方面让场外焦急的投资者有

进场的空间和机会， 同时让这些相对高位进场的投资者套

牢；另一方面，也让恐慌的人割肉（包括刚进场被套的投资

者），这样持续几天，割肉的投资者会快速涌现，这样主力就

达到短期快速高位出货并打压逼出割肉恐慌盘的目的。

展望后市，最近几天大盘反复放量滞涨，盘中分时线高

低点越来越灵敏，因而激进的投资者，对位分时线高低点快

进快出， 不要恋战； 而有足够耐心等待大级别机会的投资

者，可以继续等待机会。 （淘氣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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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54BE100E29E7FB7DC.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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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

@易然： 利率趋势性下跌是此轮A股市场大涨的基础，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如果资金价格便宜，自然就会寻找投资，

现在的中国资本市场上，真正适合投资的品种不多，房地产

投资价值现在看来已歇菜，其他领域的实业投资也都还看不

到前景，只能投资股市。

@黄璐：大盘后市需要有一个区间整理过程，清洗获利

盘，同时也为新的增量资金进入创造条件。整理得越充分，后

市上行力度就更大。 反之，很可能导致频繁出现调整和冲高

后大幅震荡局面，这不仅增加了操作难度，而且对整个行情

演绎不利。

@半棵烟： 牛市第二波行情到来， 无论是股民心结的

3478点，还是3500点、3600点整数大关，大盘一路任性上攻，

根本停不下来。不过，在牛市行情中，更需要看懂中国股市的

“牛脾气” 。 一旦股市被激活，也就很难停止下来，但这个节

奏若把握不好，其潜在的风险也是致命的。

自贸区

@蓝野：粤津闽三地自贸区获批，是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大

事。 在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大背景下，自贸区这一强劲的发展

引擎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并将从提振外

贸、稳定经济发展角度，为我国稳增长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

@刘向：自贸区是一项国家级发展战略，承担着改革先

行先试的重任，将助力经济结构优化转型，其未来创新力度远

超预期。自贸区主题曾风靡一时，挂牌消息有望成为补涨催化

剂。随着三大自贸区正式挂牌的临近，市场对于自贸区概念的

热情有望被再次点燃，相关品种值得关注。

并购重组

@天水绿茶： 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重新配置资源的一

种重要手段。 对于企业主体而言，并购重组是实现跨越式外

延增长的重要途径。 在某种程度上，并购重组之于上市公司

的作用和重要性， 犹如资本市场之于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

“新常态”之下，并购重组值得鼓励和期待。

@熊欣：把握并购重组可以分两步考虑：第一，是否

有真实的重组意图。 借着牛市氛围，并购重组题材往往泥

沙俱下，需要仔细分辨。 对于配合股价炒作的并购重组题

材，坚决回避；第二，在业务层面强强联合的并购重组比

较靠谱， 那些救济式、 解困式的并购重组并没有太大价

值。 （田鸿伟 整理）

朋友圈“买卖” 的甜蜜与哀愁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我觉得朋友圈代购挺方便

的， 老朋友帮买东西也不收代购

费，而且也不怕是假货。 ”“朋友圈

里开始做买卖的人越来越多了，动

不动就刷屏，真是够烦人的……”

随着使用微信等社交平台的

深度普及，朋友圈代购、开店也越

来越红火，但对此，许多消费者的

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老友代购方便多

“其实我不能算是纯粹的代

购，最多算是买手吧，主要因为我

自己平时就很爱买，然后在国内有

一群和我一样爱‘败家’的闺蜜。”

小然笑嘻嘻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她高中毕业就留学法国，家境

不错的她是法国名品店里的常客，

而目前她在法国有着稳定的工作，

朋友圈代购纯粹是个“副业” 。

小然说，刚开始是逢年过节回

国时帮自家亲戚买一些东西，后来

就发展到帮闺蜜、 朋友代购了。

“主要以奢侈品、 护肤品为主，这

些奢侈品牌在国内标价太高，欧洲

价格不仅低，而且现在还有汇率优

势，相当划算。 ”她说，自己代购的

范围很窄，仅限于自己朋友圈中的

朋友不对外，最多是特别熟的朋友

介绍的人，仅此而已。而且，她收的

代购费也不会太高，一般是代购商

品价格的10%-15%，“就是给自

己挣个零花钱” 。

小然的闺蜜甜甜就是她的忠

实客户，“之前我买大牌包包都是

在专柜或去香港买，后来就开始在

朋友圈中找代购帮忙购买，一来款

式新、多，二来也省下不少钱，又可

以买其他的心爱之物了。 ”

已移民日本的Cindy也是从

帮熟人朋友代购开始，最后干脆辞

职在家，安心做起了代购。 “一方

面我老公也不希望我上班太辛苦，

另一方面帮人代购的收益也还可

以。”现在，Cindy在微信朋友圈中

开了自己的微店。 另外，还在淘宝

上经营着自己的小店，主营日本的

药妆、母婴用品等。

刷屏与陷阱“齐飞”

不过，在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过程中了解到，很多消费者和网友

也对朋友圈代购发表了不同意见。

“人生就像微信朋友圈，你永远不

知道哪一位好友，会成为下一个代

购。”“一年了，在此我想告诉那些

在我朋友圈里做买卖的亲朋好友

们，你们的‘摊位费’该交了！ ” 这

些段子调侃的正是当下流行的朋

友圈代购现象。

网友李星表示：“去年下半年

开始， 我的微信朋友圈中的代购、

做买卖的越来越多了， 说实话，真

的挺烦人的。 有的是很熟的朋友，

有的就是交情一般的朋友。那些代

购、销售信息动不动就刷屏，已影

响到我的业余休闲生活了。 ”

“突然有一天，朋友圈里就多

了个做代购的，往往还是平时相处

得比较好的朋友。 ”消费者菲菲笑

言，她的朋友圈曾经一个星期内多

出来5个搞代购的，这令她很是烦

恼。 这些代购的朋友中，有的说是

姐姐在美国旅游，有的说闺蜜在韩

国留学， 代购的产品也是各有不

同。 起初刚有代购的时候，还觉得

挺新鲜， 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东

西，时间一长就令人厌烦了。 “实

在忍受不了天天刷屏，最后只能拉

黑。 ”菲菲说。

而不少网友和消费者还表示，

烦人的刷屏只是一方面，最可怕的

还是朋友圈代购 “陷阱” 重重、

“杀起熟来”绝不手软。

张女士就在朋友圈里遭遇了

一次 “杀熟” 。张女士的亲戚经营

着一家鞋店，前段时间她的亲戚频

繁地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消息说，

找到了某知名品牌运动鞋在国内

的代理加工厂，她正在做“代购” ，

能以尾单价或原单价拿到同款同

质量的运动鞋，比市场价便宜500

至600元。 张女士起初有点不相

信， 但转念一想：“她常年经营鞋

店，找到又便宜、质量又好的进货

渠道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都是亲

戚，不可能骗我吧？ ” 最后，张女士

委托亲戚代购了一双运动鞋，结果

货物到手后张女士傻眼了，运动鞋

一眼看过去就不是正品，而且比起

一些高仿鞋也差了很多。但碍于情

面，张女士心不甘情不愿地收下了

这双鞋， 还违心地告诉亲戚：“运

动鞋收到了，质量挺好的，谢谢！ ”

市民程先生前不久通过微信

向一出售翡翠的商家汇款６000

元。 “当时想着情人节快到了，想

给老婆买个翡翠戒指做礼物，谁知

道刚打过钱去就被商家拉黑了。 ”

程先生说，卖家是他在逛文玩市场

时认识的。 “我们两个互加微信，

他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翡翠首

饰的照片， 而且价格还都不便

宜。 ” 就在前两天，该卖家在朋友

圈里晒出一些节日特价的手钏，让

张先生很动心。“原本是10000元

的戒指，节日特价才6000元。 他说

先交款再发货，还说这是微信商家

交易规则。我就给他的支付宝付了

款。 谁知在我告诉他钱已到账后，

他马上就把我拉黑了。怎么联系都

不回复我。 ” 此时，程先生才意识

到自己除了微信，对这个卖家一无

所知，更没有其他联系方式，反应

过来之后才报警。

陌生人莫轻信

就上述情况，专家和业内人士

表示，目前网上购物被骗情况时有

发生， 消费者维权之路却很艰难。

首先，朋友圈代购、微信开店几乎

没有门槛， 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即

可；其次，微信好友添加并非实名

制，QQ号、 手机号或假名都可添

加；第三，微信购物的支付方式并

不固定，难以通过支付平台约束和

保障，“消费者直接给支付宝或网

银转账的情况很多，如果消费者发

现被骗，第一时间先与第三方网络

平台举报，保留好通话记录和卖家

的个人信息，及时报警” 。

电商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的微

信朋友圈开店交易行为，尚无有效

监管手段。 除通过微信认证、具有

明确账号主体的公共账号外，存在

于微信朋友圈的海量卖家，甚至没

有开店考核的流程，只需注册一个

账号即可。这种缺乏门槛与监管的

售卖行为，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朋友

圈假货的泛滥。“即便是你看到一

些截屏的消费记录也未必真实，目

前网上看到有种微信对话生成器，

可以随意生成微信内容，还有支付

宝付款页面生成器，可以制作出任

意金额的支付页面。 ”

记者在网上进行了搜索，并分

别下载安装了“微信对话生成器”

和“支付宝页面生成器” ，安装好

“微信对话生成器” 之后，用户可

以自由设置与 “顾客” (包括头像

和微信名称) 的微信聊天记录，甚

至可以设置“顾客” 向自己转账的

截图，完全可以以假乱真。

专家提醒消费者，不要轻易相

信微信朋友圈上的代购，“有些代

购诈骗声称‘海外代购’ ，待顾客

付款后，以‘商品被海关扣下，要

加缴关税’ 等借口，在顾客再次付

费后，就再也收不到货品了” 。 在

未收到货物前， 不要轻易打款，以

防上当， 如果遇到被骗的情况，应

立即报警求助。

不负春光灿烂 清明小长假提前火热

□ 本报记者 王荣

“春光灿烂， 又有假期来临，

约吧！ ” 清明小长假还未来临，小

李的朋友们已提出不少出游方案，

或是去婺源看油菜花，或是去云蒙

山登顶，又或是去日本采购。 看着

朋友发来目的地美美的图片，小李

只恨假期短，分身乏术。

今年的清明假期是4月4日至

6日，考虑到只有三天假期，小李准

备选择周边游。更多的朋友则决定

去婺源看油菜花，当然也有超级玩

家，多请1天或多请3天，将小长假

变成4天甚至8天的超长假期，准

备潇洒出国游。

国内游看山花烂漫

漫山的红杜鹃， 满坡的绿茶，

金黄的油菜花， 加上白墙黛瓦，走

在路边，不经意就会看到江西省旅

游局对婺源景区的宣传广告。 当然

还有数百部影视作品作为背书，尤

其是大热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其中多次描写婺源的风景。

搜寻近期出游的主要推荐路线

也会发现， 婺源也是众多旅行社主

推的“产品” 。途牛旅行网工作人员

称，在近期，加推多条3月中下旬及

清明团期的高铁游产品， 主要以季

节性赏花及山水古镇等主题为主，

如江西婺源方向的“三清山-婺源-

篁岭梯田高铁3日游”等。

“这个时节去婺源说是去看

花，还不如说是去看人。 ” 小李的

朋友如此评价， 由于清明节北方大

部分地区还比较寒冷， 东南部地区

就成了旅行观赏的好时节。因此，逢

假期众多游客选择去东南部地区，

这将导致大量人员短时间涌入。

听着朋友们的建议， 小李准备

选择北京周边游。进入春天，北京周

边的桃花、杏花等陆续开放。据途牛

网统计， 今年选择北京周边自驾赏

花游的市民较往年显著增长。目前，

自驾已是家庭周边游最热门的出游

方式， 而清明节期间高速免费通行

也可节省一部分交通成本。

途牛旅游网监测数据显示，从

截至目前的预订情况来看，北京周

边的京东石林峡、 蟹岛度假村、蟒

山森林公园等景点最受市民青睐。

“北京京郊初春踏青石林峡自驾2

日游” 、“北京蟹岛度假村自驾2日

游” 及“北京金隅凤山温泉-蟒山

森林公园自驾2日游” 等产品咨

询、预订较热门。

海外游休闲度假

除周边自驾踏青、周边及国内

中长线高铁游以外，境外游也是春

季热门主题游之一。 进入3月以

来，机票、酒店价格回落明显，旅游

产品报价呈下滑趋势，此时出境游

最合适。 清明小长假期间，可利用

年假、双休日拼假调休，搭配出8天

的假期。

日前， 同程旅游发布了《2015

清明小长假出境游预订报告》数据

显示，清明期间，同程旅游出境游产

品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 在出

境游目的地的选择上，韩国、日本、

泰国、港澳、马尔代夫位居前五位。

出境游近年来持续快速增长，

一方面是需求驱动， 另一方面也是

一系列鼓励政策的出台。 3月14日，

中国与斐济互免签证协议正式生

效；18日，日本开始实施船舶观光登

陆许可制度， 允许游客乘坐指定客

船并以观光为目的的游客免签入

境； 印尼方面近期也宣布将尽快对

包括中国、 日本在内的30个国家的

游客实施免签政策。截至目前，中国

已与93个国家签订了免签协议，36

个国家和地区实施落地签。

随着出境 “门槛” 的逐渐降

低，“即时”出游的便捷体验模式，

也将逐渐从国内游市场拓展至出

境游。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

《2014年中国旅游经济运行分析

和2015年发展预测》 报告显示，

2014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次首次突

破1亿大关， 达1.07亿人次， 预计

2015年出境旅游1.35亿人次，同比

增长将达16.8%。

如此火爆的出境游，要想省钱

就得尽快下手，提前预定机票和酒

店，尽可能错峰出游。 相比3月中

旬，清明小长假的价格又将出现回

升。以携程旅行网上马尔代夫吉塔

莉岛Zitahli� KF� 6日4晚的自由行

价格为例，3月30日还是11999元

的起步价， 清明节期间就变成了

14977元。

预调酒和起泡酒成市场新宠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在主力消费群变化的压力下，

传统高端白酒风光不再。 而备受年

轻消费者欢迎的预调酒和起泡酒等

正成为市场新宠。 随着多家酒企近

期宣布进军预调酒， 预计行业渠道

和广告竞争将更加激烈。 而起泡酒

方面仍是国外品牌占据绝对优势。

预调酒：多强混战激烈

近年来，迅速崛起的预调酒正

在加大宣传投放和铺货力度。

预调酒是一种果汁混合酒精

饮料，一般采用朗姆、伏特加、威士

忌、白兰地等作为基酒，加入橙、水

蜜桃、青柠、蓝莓等各种水果汁，酒

精度在3%-7%之间，口感清爽。同

时价格亲民， 市面上常见的品牌

中，终端产品价格一般在7元/瓶至

13元/瓶之间。 因此深受80后、90

后消费者欢迎。

资料显示， 预调酒早在2000

年左右即进入中国市场， 经过市

场多年的习惯培育， 目前正进入

快速增长期。 中国酒业协会、上海

市酿酒专业协会数据显示， 国内

预调鸡尾酒市场销售规模由2006

年的近百万箱， 到2013年已增至

近千万箱，2014年国内预调酒市

场规模已接近40亿元。 预计到

2020年复合年均增长率将在30%

以上。

市场巨大的潜力也吸引多家

中外酒企加入战局。 五粮液、古井

贡酒和黑牛食品等纷纷推出自有

预调酒品牌。啤酒巨头百威也于近

期宣布进入该市场。

数据显示，2013年预调酒市

场百加得冰锐市场占有率为

45.8%，锐澳为27.3%，呈两强独霸

之势。不过由于该品类基数小且增

长迅速，不排除后续竞争者通过渠

道和品牌建设颠覆现有格局的可

能性。

竞争压力之下，百加得冰锐和

锐澳纷纷加大了营销投入和渠道

建设。百加得冰锐和锐澳分别通过

植入热门影视剧 《爱情公寓》和

《何以笙箫默》中，以期提高品牌

影响力和销量。 而渠道铺货方面，

近期锐澳金标460ml佐餐鸡尾酒，

已被摆放在一些家乐福超市入口

的显著位置吸引顾客购买。而包含

锐澳三种口味混合装的三联包也

进入到社区小超市之中。

不过，竞争加剧之下预调酒也

出现了“山寨” 和“以次充好” 现

象。 预调酒由于生产技术门槛低、

利润高，早已吸引众多中小酒企进

入。这些中小酒企由于实力有限一

般不会大打品牌广告，而是选择抢

占终端渠道铺货。记者在北京一些

中小型商超发现有不下10个预调

酒品牌， 这些产品与百加得冰锐、

锐澳的口味及品种大同小异，甚至

有部分品牌在包装和商标方面与

国内某知名品牌产品非常接近，极

易混淆，这也导致产品辨识度低。

对此，业内人士透露，有部分

预调酒为节省成本，以次充好用食

用香精勾兑已是公开的秘密。如何

防止行业的恶性竞争“玩坏” 预调

酒，将是行业亟须解决的问题。

起泡酒：进口品牌唱主角

另一个增长明星则是起泡酒。

所谓起泡酒， 专业解释是在20℃

时， 二氧化碳压力等于或大于0.5

巴的葡萄酒。

起泡酒与干红、香槟在外观包

装、酒精度和价格上差异明显。 起

泡酒更加年轻化和个性化，酒精度

明显低于干红， 包装更加丰富生

动， 而价格相较于香槟更加亲民，

使得起泡酒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加

大，更是成为不少年轻人聚会时的

热门酒类。

近年来，起泡酒以易饮、时尚

的特质在中国迅速流行。 数据显

示，起泡酒是中国葡萄酒进口当中

增长最为迅猛的一个品项。 2013

年， 国产葡萄酒行业产量下滑

14.59%， 瓶装葡萄酒进口量下滑

4.60%。 在产销两不旺情况下，起

泡酒进口量增幅达到29.2%，对比

非常鲜明。 2014年起泡酒进口量

全年增幅达到60.53%。 数据显示，

2003年至2014年11年间， 起泡酒

平均增速达到45.5%。

受严控“三公”消费政策的影

响，高档进口烈酒和红酒消费将受

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价格亲民的

起泡酒消费则将受益于此项政策。

目前市场情形显示，起泡酒自用性

消费市场已初具规模。

从目前来看， 进口产品仍占据

着市场的主要份额。海关数据显示，

我国进口起泡酒主要来自于法国和

意大利， 不过，2013年意大利起泡

酒进口量增速大涨，与2012年同比

增长88.68%，超越法国，位列第一。

受此市场前景吸引， 张裕、怡

园等本土葡萄酒商开始越来越重

视酿造起泡酒产品。而法国酩悦轩

尼诗集团位于宁夏夏桐酒庄的首

年份起泡酒已面世，预计随着市场

需求的增长，该酒庄销量还会进一

步增长。

漫画，赵天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