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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A股“开门红”概率较大

本报记者 吴玉华

9月以来，A股市场持续调整，截至9月28日，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下跌4.91%、7.75%、9.98%。 9月还剩两个交易日，对投资者而言，又到了考虑“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的时候，过往数据显示，节前普遍下跌且成交低迷，节后市场多数上涨。

分析人士表示，当前A股估值处于较低水平，投资者对于市场没必要过度悲观。 节前可及时提高仓位，持股过节。

节后上涨概率大

9月28日，A股市场再度调整，上证指数跌破3050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均跌逾2%。 成交额有所缩量，沪市成交额为2760.40亿元，深市成交额为3712.16亿元。 从个股涨跌情况来看，个股普跌，28日A股市场仅有438只股票上涨，43只股票涨停，4463只股票下跌，29只股票跌停。

9月还剩29日和30日两个交易日，其中29日卖出股票的资金可以在30日取出，国庆假期将至，投资者又面临“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的选择。

从历史数据来看，A股市场在国庆假期后上涨概率大。 2012年至2021年，上证指数在国庆假期后的前5个交易日上涨概率达70%，平均涨幅达1.29%，仅在2014年、2018年和2021年国庆假期后的前5个交易日出现下跌。

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林荣雄表示，近20年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后A股存在明显的日历效应，节前普遍下跌且成交低迷，节后市场大多上涨。 Wind全A指数在近20年、近10年、近5年、近3年的节前一周交易上涨概率分别为40%、40%、40%、0，节后一周的交易上涨概率分别为75%、90%、80%、100%；风格层面来看，金融、消费、大盘风格占优。

后市无需悲观

在节后上涨概率大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投资者选择持股过节。

对于A股后市，融智投资基金经理夏风光表示，市场拐点临近，节前可及时提高仓位，持股过节。 随着信心逐步恢复，成交量也会逐步放大，筑底回升信号将越来越明显。 如果各方面因素合力推动，不排除超预期的情况出现，即节后迎来快速反弹，重点关注超跌板块和稳增长主线。

“当前A股估值处于较低水平，投资者对市场没必要过度悲观。 10月中旬之前大盘价值股或维持相对占优状态，但不改高成长中小盘股中期占优格局。 可超配行业为汽车（汽车零部件）、以储能为代表的绿电产业链、地产、军工、银行、油运、农化等。 ”林荣雄表示。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首 席 策 略 官 陈 果 认 为 ， 综 合 考 虑 本 轮 市 场 调 整 周 期 、 幅 度 与 当 前 估 值 ， 投 资 者 后 续 应 积 极 把 握 布 局 机 会 。

过半私募保持中性仓位过节

大市值蓝筹更受青睐

●本报记者 王辉

见习记者 魏昭宇

国庆假期临近，“持股过节还是

持币过节”再度成为焦点。国内某第

三方机构进行的私募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 目前超过一半的私募机构表

示将保持中性仓位过节， 另有31%

的私募机构倾向重仓持股过节。 不

少私募业内人士表示， 尽管当前市

场仍有较多不确定性因素， 但利好

因素也在逐渐增多。 投资者在仓位

上可保持中性，寻找结构性机会，低

估值、 大市值的蓝筹板块或有更多

投资机会。

积极因素逐步呈现

国内某第三方机构9月28日发

布的私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所

有受访私募机构中，有54%的私募

机构认为，虽然不确定性因素仍存

，但市场前期利空因素消化充分，因

此将保持中性仓位过节； 另有31%

的私募机构认为，主要“利空靴子”

已经落地， 且市场前期调整较充

分， 因此倾向重仓持股过节；有

15%的私募机构较为谨慎，倾向持

币过节。

顺时投资权益投资总监易小斌

认为， 尽管目前市场仍有不少扰动

因素，但积极因素也在逐步呈现，如

全市场整体市盈率显著下降， 上证

指数、沪深300等主要股指均进入估

值相对较低的分位水平等。 从政策

面来看，新能源、光伏等行业的政策

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该机构国庆假

期将在仓位上保持中性， 并在配置

上保持相对均衡。

明泽投资首席策略官周荣华

表示，尽管美联储加息、地缘局势

等不确定性因素仍在，但市场估值

已处于底部区间，建议保持中性仓

位过节。

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表

示，将在国庆假期坚定持股过节。 今

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整体表现出较

强韧性，而本轮A股市场调整较为充

分， 低估值和宽裕流动性使市场下

行的压力和空间有限。 如果海外市

场企稳、国内逆周期政策效果显现、

新的利好政策举措出台， 市场情绪

将转向积极，A股市场有望在第四季

度企稳回升。

市场或震荡整固

对于国庆前后A股市场的多空

展望， 问卷结果显示， 当前占比达

57%的私募机构认为市场整体缩

量，多空动能均不足，从短期来看，

国庆假期前后， 市场会延续震荡整

固格局； 有35%的私募机构明确表

示，主要股指已处于历史低位，相对

看多后市； 相对看空市场后期表现

的私募机构占比为8%。

针对A股市场节后的表现，周

荣华持较为积极的态度。 他认为，

国内经济将延续复苏态势，稳增长

政策基调保持不变。 叠加流动性充

裕、市场估值水平接近历史底部区

间等因素，预计本轮市场调整已步

入尾声，存在左侧配置机会，相对

看多后市。

袁华明分析， 当前市场不确定

因素未消除， 投资者心态整体仍偏

谨慎，A股持续上行的动能相对不

足。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低估值、宽

松流动性和利好政策预期也决定了

A股持续下行的概率和空间有限。综

合而言， 国庆假期前后市场将维持

震荡整固格局， 板块轮动特征相对

明显。

短期关注蓝筹板块

在具体投资机会方面， 问卷结

果显示， 当前有38%的私募机构更

看好低估值、 防御类的大市值蓝筹

板块；有24%的私募机构认为，大盘

成长股与大盘白马股短期调整充

分，相对更有机会；占比22%的私募

机构表示， 中小成长股经历深度调

整后，会更受青睐；还有16%的私募

机构表示看好油气、煤炭、电力等周

期股。

在易小斌看来，国庆假期前后，

投资者预期在短时间内市场很难出

现显著改变， 因此资金可能会更加

眷顾确定性较强的品种， 建议更多

关注低估值、 高分红和具有防御特

征的板块。

袁华明认为，假期前后，低估值、

偏防守的大市值蓝筹股，可能会有更

多投资机会。

资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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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人才峰会举行

●本报记者 乔翔

见习记者 朱涵

第四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人才峰会日前在苏州举行。本届人

才峰会以 “才聚长三角、 智汇

G60” 为主题，开幕式上发布了长

三角G60科创走廊最新人才政策，

签署了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

城市人才服务工作交流合作框架

协议》，第三批G60科创走廊九城

市人才培育服务基地揭牌，高层次

紧缺人才需求发布，G60科创走廊

九城市高端人才引进猎聘联盟正

式成立，九城市博士后校企（地）

合作签约。

峰会上， 九城市共同签订了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人

才服务工作交流合作框架协

议》， 在建立人才服务机构联席

会议、高层次人才服务合作、专家

智力资源共享等八个方面达成

共识。 同时，峰会还确定了18家

单位和机构作为第三批G60科创

走廊九城市人才培育服务基地，

其中优秀人才红色教育示范基

地9家，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示范基

地9家，以全力推进九城市基地平

台共建、优质资源共享、人才发展

共融。 此外，九城市联合征集发

布近1.5万个高层次紧缺人才需

求，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

经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

业领域，其中年薪20万元以上的

岗位占比超过一半，最高年薪超

100万元。

在峰会现场， 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

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正式揭牌。

据悉，这是我国首个跨“界” 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也是目前全国

范围内唯一一家跨越两省一市

行政区划的国家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

大宗商品价格回落

弱势格局短期难改

●本报记者 张利静

9 月 27 日 美 元 指 数 收 报

114.16，达20年来高位水平。 面对

强势美元，6月以来大宗商品价格

呈回落态势，9月以来跌势显著。

商品货币今年以来亦显著走弱。

分析人士认为， 当前多重因

素利多美元， 在美元维持强势的

预期下， 短期大宗商品及商品货

币弱势行情或延续，但长期看，当

前的下跌或为投资者带来低成本

买入机会。

大宗商品竞“折腰”

今年以来，随着美联储加息的

持续推进， 美元融资成本提升，以

美元为主计价的原油、有色金属等

大宗商品显著承压。

大宗商品价格9月以来加速

回落。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27

日收盘，代表国际商品价格走势的

CRB商品指数9月以来累计下跌

8.42%。 从龙头品种表现看，截至9

月27日，国际原油、黄金、铜期货

价格自6月中旬高点以来分别累

计下跌约37%、13%、26%。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一

方面是来自强势美元的压力，美元

指数年初至今涨逾18%，国际商品

价格普遍承压；另一方面是全球主

要国家经济增速不断回落，在各国

央行强势加息助推下，经济陷入衰

退的风险与日俱增，对大宗商品的

需求减弱。 ” 东证期货外汇/贵金

属资深分析师徐颖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

美尔雅期货首席经济学家原

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近期，

能源类大宗商品风险溢价逐步回

归理性， 这进一步带动了CRB商

品指数下行。

在大宗商品纷纷 “折腰” 之

际，美元却将“多头气质” 拿捏得

死死的。“近期美元指数持续上涨

受到了多重因素支撑。” 方正中期

期货宏观及贵金属资深分析师史

家亮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称，

欧洲PMI等经济数据表现偏弱，

美国经济数据表现较强， 能源危

机影响下欧洲经济衰退更早、更

深， 英国数百亿英镑减税计划直

接利空英镑，欧元、英镑弱势均利

多美元指数。

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进一步拖

累商品货币。 年初以来，加元兑美

元、澳元兑美元、纽元兑美元分别

贬值约8%、11%、17%。 “商品货

币走弱的背后是主要出口商品价

格的回落。例如，截至目前，原油价

格从3月份高点累计下跌约30%，

铁矿石价格从4月份高点累计下

跌约25%， 新西兰出口的羊肉、乳

制品、羊毛等也受全球整体需求的

影响，未来需求面临进一步减弱的

风险。 ”徐颖说。

或是长期买入良机

展望后市， 分析人士认为，在

美元维持强势的预期下，短期大宗

商品及商品货币的表现难言乐观，

但长期看，当前或许是未来复苏预

期升温前买入的好机会。

“美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

策， 美欧经济比较优势仍然存

在，欧洲经济更早、更深衰退预

期拖累欧元， 地缘局势依然紧

张，预计美元指数强势行情将会

延续。 美股与大宗商品将维持弱

势行情，短期反弹不改整体弱势

格局。 ” 史家亮说。

“在美联储政策明显转向前，

大宗商品价格依旧承压，商品货币

难言上涨，需等待美国自身经济下

滑导致市场预期货币政策紧缩周

期结束，强势美元对非美货币整体

压力减弱后，商品货币才会迎来反

弹机会。 当下适合观望，尽量减少

风险敞口。 ” 徐颖表示，在强势美

元末期，贵金属板块会最先触底回

升，相对来说，目前黄金市场的确

定性更高。

原涛认为，短期来看，大宗商

品价格的回落与加元、澳元和纽

元的贬值形成了轮动效应。 这个

轮动效应的底层基础在于全球

短期需求低迷和美联储加息，应

该会继续维持下去。 大宗商品短

期的下行走势或带来低成本买

入机会。

节后上涨概率大

9月28日，A股市场再度调整， 上证指

数跌破3050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均跌

逾2%。 成交额有所缩量， 沪市成交额为

2760.40亿元，深市成交额为3712.16亿元。

从个股涨跌情况来看，个股普跌，28日A股

市场仅有438只股票上涨，43只股票涨停，

4463只股票下跌，29只股票跌停。

9月还剩29日和30日两个交易日，其

中29日卖出股票的资金可以在30日取出，

国庆假期将至，投资者又面临“持股过节

还是持币过节”的选择。

从历史数据来看，A股市场在国庆假

期后上涨概率大。 2012年至2021年，上证

指数在国庆假期后的前5个交易日上涨概

率达70%， 平均涨幅达1.29%， 仅在2014

年、2018年和2021年国庆假期后的前5个

交易日出现下跌。

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林荣雄表

示，近20年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后A股

存在明显的日历效应， 节前普遍下跌且成

交低迷，节后市场大多上涨。 Wind全A指

数在近20年、近10年、近5年、近3年的节前

一周交易上涨概率分别为40% 、40% 、

40%、0，节后一周的交易上涨概率分别为

75%、90%、80%、100%；风格层面来看，金

融、消费、大盘风格占优。

机构解码历史数据

节后A股“开门红” 概率较大

●本报记者 吴玉华

9月以来，A股市场持续调

整，截至9月28日，上证指数、深

证成指、 创业板指分别下跌

4.91%、7.75%、9.98%。 9月还剩两

个交易日，对投资者而言，又到了

考虑 “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

的时候，过往数据显示，节前普遍

下跌且成交低迷， 节后市场多数

上涨。

分析人士表示，当前A股估值

处于较低水平， 投资者对于市场

没必要过度悲观。 节前可及时提

高仓位，持股过节。

后市无需悲观

在节后上涨概率大的情况下，相当一

部分投资者选择持股过节。

对于A股后市， 融智投资基金经理夏

风光表示，市场拐点临近，节前可及时提高

仓位，持股过节。 随着信心逐步恢复，成交

量也会逐步放大，筑底回升信号将越来越

明显。 如果各方面因素合力推动，不排除

超预期的情况出现，即节后迎来快速反弹，

重点关注超跌板块和稳增长主线。

“当前A股估值处于较低水平， 投资

者对市场没必要过度悲观。 10月中旬之前

大盘价值股或维持相对占优状态，但不改

高成长中小盘股中期占优格局。 可超配行

业为汽车（汽车零部件）、以储能为代表的

绿电产业链、地产、军工、银行、油运、农化

等。 ”林荣雄表示。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策略官陈果认

为，综合考虑本轮市场调整周期、幅度与

当前估值， 投资者后续应积极把握布局

机会。

多家银行推出节日专属理财产品

●本报记者 王方圆 见习记者 吴杨

国庆假期将至， 多家银行及分支机

构正积极开展节日专属活动，涵盖存款、

贷款、信用卡、支付绑卡等。 部分银行和

理财公司还推出了国庆专属理财产品，

业绩比较基准较日常同期限产品更高。

业内人士表示， 商业银行推出节日

专属活动可扩大营销宣传、 拓展客户群

体、激发新的业务增长点。 不过，中国证

券报记者调研发现， 今年的活动热度与

往年相比有所下降， 伴随无风险利率下

行， 银行专属理财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

不及往年。

专属活动“五花八门”

在某网络平台上， 中国证券报记者

发现， 多地银行员工已经晒出为节日活

动设计的画板， 活动内容涵盖存款、贷

款、信用卡、支付绑卡等。例如，邮储银行

某地分支机构推出的“国庆乐赢大奖”

活动，对新增客户、新增资金的老客户均

有实物礼品相送。

部分银行理财公司也推出了节日专

属产品。邮储银行官网显示，该行正在代

销一款由中邮理财发行的 “邮银财富·

鸿锦合家欢一年定开3号 （国庆专属安

盈款）” 理财产品。 业绩比较基准方面，

自今年10月13日起，该产品业绩比较基

准为3.60%-4.20%（年化）。

“节假日专属产品相较常规理财

产品而言，业绩比较基准略高。 ” 普益

标准研究员姜玲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 比如，某农商行将于9月29日推出

的国庆专属理财产品， 其业绩比较基

准为3.70%-4.00%；某城商行将于9月

29日发行的 “益友融通-2022年安益

个人066号理财产品（国庆节专享）”

业绩比较基准为3.90%-4.60%。 两款

产品较部分常规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

准略高。

促销热度有所下降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 相比往

年， 商业银行对节日专属活动的促销热

度有所下降。

“目前没有收到要线下大力宣传国

庆主题理财产品的通知。 其实无论是否

有节日，工作内容都不变，都是根据客户

风险偏好和产品自身属性推荐合适的产

品。 ” 某国有大行工作人员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

业内人士表示， 各家银行对是否开

展节日专属活动及发行专属产品具有多

重考量，至于是否执行，则与各区域分支

机构的决策有关。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陈昱成表

示，商业银行推出节日理财产品，主要目

的在于借节造势， 通过更有收益优势的

专属理财产品吸引新老客户， 借此扩大

营销宣传，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姜玲认为， 借节日热度推出更具优

势的专属理财产品， 可以稳固老客户群

体、扩大新客户群体并提高销量，以此激

发新的业务增长点。

银行网点理财经理也会在假期前

有所行动。 “我们会推荐客户尽量在

假期前购买理财产品， 这样可享受假

日期间部分收益。 ” 工商银行某支行

网点理财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民生银行某支行网点和招商银行某支

行网点银行经理亦表示， 会在假期前

通知客户选定理财产品以享假日期间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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