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监会换帅首日大涨，3000点是坎
蓝筹股机会大增 大举入市时机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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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文成

2月22日，沪指迎来了证
监会换帅后的首日大涨。早
盘沪深两市双双高开， 沪指
一举冲上2900点， 盘中最高
报2925.46点。 截至上午收
盘， 沪指报 2918.50点，涨
2.35%。

值得一提的是，以钢铁、
煤炭、石油为代表的供给侧
大盘蓝筹股，成为了领涨的
主力，这意味着市场大资金
或已经开始入市抄底。目
前， 沪指面临最大的挑战，
就是来自于3000点一带套牢
盘的抛压， 如能快速逾越该
区域则意味着趋势性行情基
本成立。

【指数】
反弹趋势基本成型

周一，两市大幅跳空高
开后，震荡回落，但指数强
势未回补跳空缺口，随后在
权重股推动下， 震荡走高，
指数创2月反弹新高， 成功
站上2900点大关。 截至收
盘，沪指上涨2.35%报2927
点， 创业板上涨 1.56%报
2245点。

与过去几次反弹不同，
此次沪指反弹具有温和的特
点。 一方面指数反弹幅度并
不是特别大， 呈现稳步抬升
的态势；另一方面，成交量的
放大也呈现温和上升的趋
势，并不是快速放大。

此外， 这次反弹热点轮
换非常活跃， 尤其是以供给

侧改革概念股为代表的大盘
蓝筹股， 形成了持续性很好
的反弹走势， 这对于大盘的
支撑力度非常大。

截至周一， 沪指已经连
续两周保持反弹趋势， 虽有
微调，但幅度都非常有限。从
周线的角度来看， 如若本周
能实现收阳， 则意味着反弹
趋势完全确立。

【板块】
供给侧改革引领反弹

受利好消息影响 ， 煤
炭、钢铁板块发力大涨，截
至 收 盘 ， 钢 铁 板 块 涨
5.18% 、 煤 炭 板 块 涨
3.79% ，华菱钢铁、首钢股
份、恒源煤电等6股涨停。证
券保险板块涨幅较为喜人，
东方证券、锦龙股份、中国
人寿等强势涨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
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时强
调，抓住化解过剩产能、消化
不合理库存、 促进企业降本
增效等方面的难点问题，综
合施策，率先从钢铁、煤炭行
业入手取得突破， 增强企业
自身活力和投资意愿， 努力
缩短转型阵痛期， 有效化解
各类风险隐患。

在这些利好预期下，煤
炭、钢铁板块也自然而然的
成为了市场资金追逐的对
象。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
升入，这些曾经被市场抛弃
的行业板块有望就此走出
底部， 形成一波价值修复行
情。

近期，市场形成的两周的持续性
反弹， 确实出乎了多数机构的预料，
尤其是在市场人气依然不足，成交量
尽管有所放大， 但仍是地量的情况
下，实现了近300点的反弹。

从目前各方面情况来看，主要还
存在三个方面的不确定因素。 其一，
市场本身人气还待提升，两市总成交
不足6000亿元， 即是最好的证据；其
二，沪指在连续反弹后，面临短期获
利盘和前期2900-3000点一带的套牢
盘解套带来的抛压；其三，虽然A股反
弹带动了全球股市的走高，但不可否
认的是全球经济依然是复苏缓慢，部
分地区局势仍动荡不安。

这些因素也成为市场担忧反弹
过早夭折的重要原因。目前市场大多
的预期是弹不远，弹不高，真的会这
样嘛？未必。只要反弹逻辑不断强化，
那么会有一波降过仓位的做相对收
益的机构投资者慢慢入场，也不排除
会有一些做绝对收益的机构进来，关
键是先进还是后进的问题。

从技术角度来看，3000点一带将
成为本轮反弹的重要争夺区域，一方
面是套牢盘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来
自于500日均线的强大压力， 因为该
线目前恰巧处于3000点附近。

由此看来，市场如果能够延续温
和反弹，并保持不断放量，那么则有
望实现3000点的突破，而一旦该位置
被确认突破后，投资者可以大举进入
市场抄底。对于短线投资者，当前已
经可以大胆加仓，如遇到3000点附近
压力后，大盘再度回落则可适时减仓
避险。 ■记者 黄文成

突破3000点
即大举抄底

麓山侃财

旗滨集团22日晚间发布公告称，
当日，公司与深圳前海励珀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公
司拟分期出资2450万元，持有励珀保
理49%股权；拟分期出资490万元，受
让鹤裕供应链49%股权， 同意在鹤裕
供应链框架下搭建供应链电商平台，
该平台由鹤裕供应链负责筹建，计划
于2016年5月30日前实现电商平台上
线试运行。

根据协议， 励珀科技拥有鹤裕供
应链100%的股权， 鹤裕供应链现有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均为认缴出资
额，经旗滨集团与励珀科技协商一致，
现励珀科技同意以零溢价向旗滨集
团转让其拥有的鹤裕供应链49%股权
(对应出资额490万元)。

公司称， 本次对外投资顺利实施
后，公司将依托自身实体发展稳健的
优势，借助商业保理及供应链电商平
台，开展互联网+的创业新征程，力求
实现玻璃市场低迷背景下的新的业
务创新和拓展。 ■记者 蔡平

湘股动态

旗滨集团
拟建电商平台

全球股市迎来了“扬眉吐
气”的一天，上周末中国证监
会人事地震，刘士余新官上任
刺激A股日内大涨， 带动亚太
和欧洲股市集体走强。现货黄
金和日元则显著下挫，金价再
度逼近1200关口。

在经历了1月份至2月中
旬的大幅调整后，全球股市逐
步走出下跌趋势，形成反弹态
势。在上周短短两个交易日的
调整后，本周一逐渐恢复反弹
趋势。

2月22日， 日本股市日经

225指数收盘上涨 0.90%报
16111.05点；日本东证股价指
数收盘上涨0.63%报1300.00
点； 韩国首尔综指收盘上涨
0.01%报1916.36点；澳大利亚
ASX�200指数收盘上涨0.98%
报5001.20点。

虽然亚太股市涨跌不一，
但欧洲股市普遍开盘即大幅
上涨，截至记者发稿时，欧洲
各大股指，包括英国、德国、法
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大多数
国家的指数涨幅都在 1%以
上，其中俄罗斯股指涨逾4%。

外围

全球股市震荡后再走高

虽然，目前市场形成较为
温和的反弹趋势，但机构对于
大盘的短期走势依然存在担
忧 。 多 数 观 点 认 为 ，
2900-3000点区域的套牢盘，
将给反弹带来较大的压力。

中方信富即指出，病来如
山倒，病去如抽丝，市场的修
复需要时间和空间的积累。目
前市场的走势并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反转，我们依然视作震
荡反弹走势， 目前指数进入
2900-3000点强压区，未来指
数预计在2900附近反复拉锯。

天信投资也认为， 整体
看，股指已经具备继续反弹的
动能，市场的看多做多信心也
在集聚，短期要关注后续能否
实现上行突破，沪指中期压力

位在3000点整数关口。 从长
期来看，A股整体会处于一个
估值修复周期， 不过短期在
2900点附近遭遇一定的压力，
而且新股陆续上市以及解禁
压力，市场是具备一定的下行
压力，短期要适当规避解禁个
股以及近期被爆炒过的个股。

与机构的谨慎预测不同，
向来大胆的英大证券李大霄
则非常确定的指出，刘士余属
牛， 慢牛有可能要到来了。他
表示，猴年开局第一周的大阳
线，有效改变低迷格局，而春
季通常是流动性比较宽裕的
季节， 行情往往有所表现。另
外，“两会”快到了，这个阶段
往往有比较好的政策环境，有
利于行情的展开。

3000点是一道坎

观点

截至目前，证监会一共“换帅”8次。从历任证监会主席
在任期间沪指的走势看，新帅上任后首个交易日共出现4跌
3涨；上任后首周，则为2跌5涨，上涨概率达到71.4%。照此计
算，本周沪指有大概率上涨。

从前7任证监会主席的最终“成绩”来看，共有4位证监
会主席任期沪指累计上涨。其中第二任证监会主席周道炯
任职期间沪指涨幅最大，超80%；而第四任证监会主席周
小川在任期间跌幅最大，达13.27%。

盘点

证监会换新帅，本周七成概率涨

证监会换帅首日沪指大涨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