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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暴涨行情的出现，
最直接的推动者， 来自于金
融板块，尤其是证券股，成为
了最大功臣。

广州万隆分析指出，两
市近百只个股涨停，仅有8只
个股下跌， 以券商为首的蓝
筹股拉升指数搭台， 概念股
领涨唱戏，市场赚钱效应足，

6月或再次迎来吃饭行情!
基于此判断， 广州万隆

认为，近期有消息指出A股纳
入MSCI指数概率增加，低估
值蓝筹板块受到青睐， 而且6
月份公布深港通是大概率事
件，对大金融板块存在利好预
期， 目前股价相对较低的券
商、银行板块均可持续关注。

“吃饭行情”紧抓两板块

投资策略

期指受吓

券商助力大盘一柱擎天

由于有了前期15个交易日
铺就的“地平线”， 5月31日，第
16个交易日的大阳线显得格外
突出，好比“一柱擎天”。

受非银证券板块强势上涨
带动，A股呈现普涨态势，量能
也出现同步放大， 市场轨迹显
示 沪 综 指 不 仅 将 近 期
2781-2860箱体平台突破，同
时也将5月9日的2896-2913下
跌缺口回补。

深成指与创业板也同时回
补了当时的指数缺口。 当日两
市成交分别为2365亿和3950
亿，较周一成倍放大，显示短线
市场强势。

截至收盘，沪指上涨3.32%
报2916点， 深成指上涨3.97%
报10156点， 创业板上涨4.9%
报2159点。盘面上看，证券、互
联网金融、保险、网络安全等权
重板块涨幅居前。 沪股通净流
入逾34亿元。

高盛报告犹如“兴奋剂”

周二凌晨， 高盛发布了一
份研究报告称， 中国有关股票
停牌和证券权益拥有人的最新
规定及解读提高了A股6月纳
入MSCI指数的概率。这一概率
从4月的50%升至70%。

这一消息发布后，A股犹如
“打了鸡血一般”， 尤其是券商股
一路狂奔，整个板块上涨8.43%，
多达9股封死涨停板， 所有个股
涨幅超过5%。

高盛预计，A股纳入MSCI

将促使MSCI中国A股国际指
数成份股获得150亿美元净买
入，不构成重大的资金流动/流
动性和估值事件。

该银行表示，A股在MSCI
新兴市场基准指数的权重可能
在16.9%。其预计，中国在新兴
市场指数的权重料提高至
39%。 截至4月29日， 中国在
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权重为
23.6%

沪股通闻风而动创新高

外资似乎提前闻到了A股
即将上涨的“牛气”，在周一便
出现了30亿元级别的净流入。
实际上，从5月16日开始截至本
周一， 沪股通已经连续12个交
易日净流入， 共计128.72亿元
外资入市抄底A股。

沪股通周二再现大幅净流
入，截止到A股收市，沪股通剩
余额度为 92.29亿元 ， 占比
70%，净流入37.71亿元，创下
自2016年1月27日(净流入44亿
元)以来的逾4个月新高。沪股通
成交额度增大，在排名前十的个
股中，恒生电子居首位，成交额
40.68亿元， 成交量67.62万手，
换手率10.95%，振幅为9.14%。

目前，A股纳入MSCI虽
然仅仅停留在猜测阶段，但随
着国际著名投行高盛一纸预
测， 外资的热情骤然暴涨，狂
扫带血的筹码，与此同时也激
发了国内做多资金的疯狂跟
风。 在这种热情的带动下，外
资持续流入的状态或将维持
一段时间。

在暴涨之余， 我们注意
到国内期货市场竟然又现疑
似“乌龙指” 的交易。 周二
10:42， 一笔诡异的抛单在
IF1606上出现， 将期指价格
直接砸至跌停。10秒后，期价
又迅速回升至暴跌前水平。

复盘当时的行情，市场在
那时候出现了近500手的抛
单，从合约价值来看，目前期
指价位在3000点附近，1手合
约价值约90万元，500手合约
价值4.5亿元，这个误操作直接

造成损失价值约5000万元。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2013年8月16日光大证券的
乌龙事件，一个下单数据的
错误，直接导致整个市场出
现异常波动，并给投资者包
括光大证券自身带来巨大
损失。

不过， 目前就下定论还
为时尚早， 另据业内人士透
露， 中金所监察部门正就市
场异动展开调查， 晚些时候
可能会对外公告结果。

IF1606“闪电跌停”疑现乌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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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暴涨，突如其来的幸福维持多久
期指抢风头，疑似乌龙指导演“闪电跌停”

作为5月的收官之作，A股可谓完成得相当完美。5
月31日，A股迎来了自3月2日以来的一次酣畅淋漓的
大涨，终于从15个交易日形成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一根大阳线，被“A股最后一个多头”李大霄称之为“一
柱擎天”向上突破。

在大涨之后，各界舆论也是一片大好，多头司令李
大霄也不再孤独。不过，在大涨之后，我们必须要冷静
对待。尽管成交量相比前日翻了一倍，外资也通过沪股
通蜂拥而至，似乎A股人气大涨，一根长阳一扫多日雾
霾，突如其来的幸福，它能持久吗?

■记者 黄文成 实习生 赵琦

麓山侃财

在周二大涨之时， 李大霄在官
方微博发文称“大盘一柱擎天，向上
突破”，那么，市场真能如其所言，一
路向上“攻城略地”？

对此， 记者想到一个网络热词
“然并卵”，也就是说“然而并没有什么
卵用”。或许你会疑惑地问，券商“打头
炮”，蓝筹股紧随其后，外资蜂拥而至，
成交量翻番，MACD现黄金交叉，难
道这些也“并没什么卵用”？

当皮球从高处落下后， 慢慢归
于平静，最终静止。此时，如果我们
需要使得它继续弹起来， 就需要施
加新的外力。 对于股市这个处于静
止的“皮球”来说，我们不可能直接
将皮球拿到高处让其掉下来， 唯有
反复用力拍打它，使其慢慢弹起来。
同理，股市如需实现持续反弹，它需
要持续的做多资金发力方能实现。

大盘之所以能够实现突如其来
的暴涨，一方面多方力量积累多时，一
旦有了类似于“A股纳入MSCI概率增
加至70%”的兴奋剂出现，那么欲望必
然就如山洪般暴发了；另一方面，从纯
技术角度来看，长期的盘整带来的结
果只有两个，要么突然大跌，要么突然
大涨，最终市场选择了大涨。

我们再回到“皮球理论”，突然
施加的外力，如果无法持续加力，那
么皮球也难以弹得很高， 因此此轮
反弹行情能否成为反转， 需要密切
关注市场成交情况的变化。 短线投
资者快进快出，自可全仓介入，但长
线投资者则需要谨慎加仓， 随时保
持谨慎。 ■记者 黄文成

静止皮球
需多次拍打方能弹起

初夏渐炎，万物丰茂。走进
邵阳北塔区状元洲办事处的乡
村田野，只见一畦畦稻田，绿浪
滚滚，翠绿欲滴；一丘丘蔬菜瓜
果，连阡累陌，果叶飘香……一
幅幅繁荣生动的美景扑面而来。

今年以来， 北塔区状元洲
办事处紧扣“生态农业、美丽田
园”建设目标，以生态精品现代
农业为方向， 积极谋划发展新
常态下的田园农业， 着力提升
现代精品农业发展层次， 取得
可喜成效。

以产业培育为基， 积极构

建精品农业。 组织实施生态精
品现代农业工程，坚持规模化、
标准化、精品化的发展方向，全
力推动产业融合， 继续深化产
业结构调整， 加快区域性特色
产业集聚发展，做精做优蔬菜、
食用菌、生态养殖等特色产业，
鼓励培育新兴特色产业， 全面
深化农业全产业链经营模式。

以平台建设为主， 积极构
建标杆农业。打造布局合理、生
态高效、 特色鲜明的优势农业
产业带， 培育和发展现代精品
农业、观光农业、设施农业、创

意农业。 该办今年将完成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机耕路8000米、
灌溉管道15000米； 农田质量
提升1000亩。

以质量安全为重， 积极构
建绿色农业。 以确保粮食安全
和舌尖上的安全为基础， 以农
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工程为抓
手， 积极开展全办推进绿色食
品、 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化基地
建设工作，从种植、加工、农业
投入品管理、农产品质量监管、
农产品营销等环节入手， 推行
农产品安全生产适用技术，建
立健全可追溯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体系， 着力创建绿色食
品、无公害农产品基地。今年一

季度共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测310批次，合格率100%。

以主体培育为先， 积极构
建龙头农业。 培育和发展职业
农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 农业龙头企业等新
型经营主体。 全力推进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 稳妥有序推进农
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民对集
体资产股份权的确权、登记、颁
证等工作。

以农旅融合为助，积极构建
新型农业。积极谋划和推进一批
农业观光园、农业综合体项目，培
育运动休闲、文化休闲、度假休闲、
乡野休闲等新型农旅结合业态。
■通讯员 钟志花 记者 陈志强

又是一年稻飘香
———北塔区状元洲办事处农业发展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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