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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余额四连增 科技股仍受青睐

□

本报记者 吴玉华

2月11日， 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实现

“六连涨” ，创业板指止步“五连涨” 。 Wind

数据显示，在A股市场上涨过程中，融资余额

在2月5日至10日的4个交易日中实现“四连

增” ，累计增加184.56亿元。 分析人士预计，

市场有望维持震荡攀升走势，坚定看多做多

信心。

融资客持续加仓

2月4日以来，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连续

6个交易日上涨。 在市场持续反弹过程中，融

资客不断加仓。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10

日，两市融资余额为10325.23亿元，在2月5

日至10日的4个交易日中， 融资余额分别增

加9.05亿元、89.05亿元、34.63亿元、51.83亿

元，合计增加184.56亿元。

Wind数据显示， 在2月5日至10日4个

交易日中， 申万一级28个行业板块有18个

行业板块获得融资客加仓。 其中医药生物、

电子、化工行业融资净买入金额居前，分别

为54.91亿元、52.08亿元、20.25亿元， 即这

三个行业板块吸引了融资客超过120亿元

的资金流入。 可以看到医药生物和科技板

块的电子行业最受融资客青睐。 此外，在这

4个交易日中，融资客对计算机、国防军工、

电气设备、 传媒行业的加仓金额也超过10

亿元。

从融资客减仓的10个行业看，融资客对

建筑装饰、商业贸易、非银金融行业的减仓

金额居前， 分别为3.46亿元、3.33亿元、2.28

亿元。 此外，对农林牧渔、交通运输行业的减

仓金额也超过2亿元。

从市场表现情况看， 在2月4日至2月10

日4个交易日中， 申万一级28个行业均取得

上涨，农林牧渔、计算机、传媒行业涨幅居

前，分别上涨13.81%、13.35%、11.85%，而融

资客加仓金额最大的医药生物行业上涨

4.30%，涨幅位居倒数第二位。可以看到融资

客的加仓方向取得一定收益，但并未重点加

仓到涨幅最好的行业板块。 （下转A02版）

指数强弱切换 机构布局瞄准四“新”

□

本报记者 牛仲逸

2月11日，A股本轮反弹以来， 主要指数

间首次出现明显强弱切换， 上证指数上涨

0.39%，而创业板指数下跌0.67%。 从细分指

数看，上证50指数大幅领涨于创业板50指数。

这是否意味着， 市场将重回 “以大为美”逻

辑？ 连续上涨后，市场下一步又会如何运行？

基本面主导后市

从2月11日盘面看， 大消费和大科技中

的龙头品种走势较好， 而创业板中前期涨势

较好的部分权重股则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对此，市场人士表示，成长风格在本轮反

弹中，受短期风险偏好刺激，累计涨幅较大。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以及疫情数据不断好

转， 市场开始部分打消对消费和科技龙头品

种基本面的担忧，下一步市场有望重回“二

八轮动”之中。

承接2019年的上涨惯性上冲后，2020年

1月中旬开始，A股各主要指数先后出现回

落， 最强的创业板指在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

日大跌，即整体上在节前已出现上冲受阻。节

后首个交易日，指数调整明显，但之后很快恢

复并出现连续回升。

国信证券策略分析师闫莉认为，节后的

行情走势是突发事件引起的各种因素混杂

造成的，属非常态化运行。 短暂剧烈波动后，

市场将趋于平稳，后市指数大概率进入区间

震荡。

光大证券策略研究持类似观点， 认为A

股后市料维持整理甚至小幅调整态势， 前期

调整带来的短期交易价值减少， 后续市场走

势将更多由基本面主导。

不过，也有机构依然看好创业板指数。中

金公司最新策略研究指出， 创业板仍处于月

线级别上涨中，上周初事件冲击导致的波动，

可看作是对这一趋势的压力测试， 其上行趋

势非但未受影响，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创业

板指2013年全年走势对2019年8月以来的走

势有一定参照意义， 目前或正处于行情中段

位置，后市仍有一定空间。

机构投资主线

2月11日， 近期火爆的短线情绪有所降

温，热点轮动加快，客观上增加了投资者布局

后市难度。

银河证券策略研究表示， 当前战略层面

可把握新能源汽车、 半导体、5G建设及应用

等成长性科技主线的投资机会， 战术层面可

择优配置基本面短暂受影响的餐饮旅游、超

市百货、物流仓储等板块，同时警惕高位题材

股的回调压力。

“建议关注疫情之后部分板块的修复性

机会，重点布局两条主线。 ” 国金证券策略分

析师李立峰表示，首先，疫情结束后，国内需

求逐步企稳回升。与此同时，企业加快复工复

产， 供需两旺或让周期股获益。 重点关注钢

铁、建材、化工、机械等板块。 其次，疫情结束

后， 前期被抑制的消费需求或迎来爆发式增

长， 需求的回暖将带动消费企业盈利和现金

流改善。

国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燕翔表示，建

议关注四个“新” 方向：一是“消费新习惯” ，

包括数字消费、在线教育、私人经济等；二是

“生产新方式” ，包括信息系统、云办公、纵向

整合等；三是“公共新服务” ，包括医院建设、

物资储备、社会管理等；四是“科技新产品” ，

包括新能源汽车、5G、电子产品等，这些行业

本身有较强的自下而上产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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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援马不停蹄 上市公司发力战“疫”

□

本报记者 董添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多地上市公司积

极行动，通过捐款、捐物资等不同形式，积极驰

援武汉等地区抗击疫情。不少上市公司完成首

轮捐赠后，不断追加捐赠数额。

积极捐款捐物

部分地区上市公司捐款捐物均值接近

1000万元。北京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

月11日13时，北京地区117家上市公司参与了

驰援武汉及其他抗疫行动， 捐款85639.01万

元， 捐物折款18575.71万元， 捐款捐物合计

104214.72万元。

不少上市公司完成首轮捐赠后，不断追加

捐赠数额。 天津上市公司协会表示，2月6日至

10日，又有富通鑫茂、天士力、泰达股份、久日

新材、经纬辉开等公司参与捐助。

多数地区积极筹备多种防疫物资。广西上

市公司协会2月10日数据显示，截至2月6日，广

西辖区共有13家上市公司参与支援抗疫。上述

公司共捐赠资金520万元， 捐赠口罩21.62万

个、防护服1万件、医用乙醇消毒液5万瓶、护目

镜150个、负压救护车1辆，其他各类药品共计

417万元，各类食品共计423.9万元。

疫情较为严重的湖北地区上市公司也在积

极参与救助。据湖北上市公司协会不完全统计，

截至2月10日， 湖北地区已有71家上市公司参

与抗疫捐赠（部分公司与股东一起参与捐赠），

累计捐款约2.54亿元。 湖北上市公司发挥自身

优势多措并举，积极捐赠防护用品、检测试剂等

物资，并参与援建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发挥“领头羊” 作用

龙头上市公司积极发挥“领头羊” 作用。

据青岛市上市公司协会披露，青岛啤酒通过青

岛市红十字会捐赠1000万元，捐赠物资200万

元。 海尔智家通过青岛市红十字会捐赠累计

1212万元（含海尔专卖店212万元捐款），捐赠

口罩等物资价值50万美元；通过武汉市慈善总

会捐赠300万元； 直接向武汉当地医院捐赠空

调、消毒柜等物资价值200万元。

安徽省多家龙头酒企积极行动。古井贡酒

捐赠2000万元，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其中，向

武汉市慈善总会捐款1000万元，向安徽省亳州

市红十字会捐款1000万元，善款将用于支援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大型国企、央企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中国

中铁为例，截至2月11日，公司合计捐赠5000

万元。 同时，提供宾馆供武汉一线医务人员休

息，并筹集人员、物资驰援雷神山医院建设等。

生产防疫物资

上市公司积极参与疫区医院、 隔离房建

设。 中国建筑子企业中建三局参与新建知音湖

武汉疗养院专门医院及相关隔离病房改造。 高

能环境与中建三局、中联重科一起参与武汉蔡

甸抗肺炎应急工程建设， 完成武汉火神山医

院、雷神山医院防渗工程。

防疫物资生产方面， 相关上市公司积极保

障。东旭集团称，旗下上市公司嘉麟杰应上海市

金山区经济委员会要求， 已生产交付首批一次

性隔离服5万件。 后续，公司将全力保障订单如

期完成，用高质量的产品为抗疫一线持续增援。

泰达股份称， 全力以赴保障口罩滤材生产线24

小时流水作业，竭尽所能供应下游厂商需求。

医药医疗上市公司全力复产。 以华润双鹤

为例，作为国内大型输液、抗病毒和慢病药品

生产企业，公司各个生产基地提前复工，及时

补充库存，保证市场需求。 截至2月10日，华润

双鹤旗下已有12家单位全部或部分复工生产，

复工人数近3000人。

流动性投放潮落 货币调控显现新抓手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近期央行实施超大规模流动性投放带有

应急性质，鉴于当前流动性总量已高，且春节

后流动性往往较为充裕，短期流动性投放高潮

料已过去，政策利率调整与定向支持举措是接

下来的两大看点，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货币调控

易松难紧。

流动性供应趋于收敛

2月11日，央行逆回购操作规模下降，且不

及到期逆回购，单日净回笼达2800亿元，为今

年以来实施的最大规模净回笼。无论是投放力

度下降，还是操作方向转变，均表明央行流动

性供应趋于收敛。

根据历史规律，春节前后流动性波动往往

较大，主要表现为节前紧张，节后宽松，这一时

期央行流动性操作多为节前投放、 节后回笼。

具体看今年，春节前，降准和公开市场操作均

形成大额资金净释放，力度很大；春节后，两天

逆回购操作投放1.7万亿元，远超预期。 年初以

来，仅考虑降准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释放的

资金量即超过5万亿元。同时，央行还通过常备

借贷便利（SLF）提供临时流动性支持，并运

用再贷款、再贴现、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定

向供应流动性，全口径资金释放量在历史同时

期足以跻身前列。

考虑到春节后现金回流推高流动性的季

节性规律，而眼下地方债发行少、税款清缴规

模小， 今后一段时间流动性有望继续保持充

裕。 还应看到，近期央行实施超大规模流动性

投放带有应急性质，首要目的可能是提振市场

信心，稳定金融市场。 鉴于节后金融市场在短

暂波动后趋稳，显露较强韧性，央行继续超常

规投放流动性必要性下降。

短期内有两大看点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公开市场

操作或以缩量对冲为主，政策利率调整与定向

支持举措将是货币调控操作的主要看点。

按11日数据统计，2月余下时间仍有1.42万

亿元央行逆回购到期， 适量开展对冲操作仍有

必要，但预计以缩量对冲为主。而下周初央行逆

回购到期较为集中， 或促成央行适时新做中期

借贷便利（MLF），届时MLF操作利率下调进

而牵引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降是

大概率事件，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贷款利率下降。

对疫情波及领域给予定向支持是接下来

的另一看点所在。 为支持疫情防控，央行设立

了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正陆续发放。此外，按

往例开展的年度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动态考核

尚未有明确消息，考虑到疫情令经济开局形势

更加复杂严峻，对后续定向降准工具的运用仍

值得期待。

广谱利率中枢下行较明确

近期各方面政策主要集中于对疫情防控

的支持及对受损领域的扶助。 然而，政策重心

也在动态调整，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两手都要

抓渐成各方共识。 未来随着疫情防控逐步显现

成效，对“六稳” 的关注度预计还会上升。当前

带有应急性质的货币调控操作不会成常态，但

随着稳增长重要性不断上升，今后一段时间在

货币调控关注的诸多目标中，预计将进一步向

稳增长、降成本等方向倾斜。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稳增长压力继续加大，

当前对采取更积极财政举措的呼声有所增强。

除强调将减税降费落实落细之外， 业内围绕合

理设置预算赤字水平、 考虑增发国债地方债等

政府债券的讨论逐渐增多。 财政政策会否更积

极尚待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

实施离不开适宜货币条件的支持和配合。

业内人士表示，“大水漫灌” 不会出现，

而货币调控仍将易松难紧， 预计一两个季度

内都难以明显转向， 未来广谱利率中枢下降

比较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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