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美国股市再度暴跌等因素影响，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A股再现重挫。 新华社 图

2月8日， 湖南本土电
商品牌御家汇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御家汇）在深
交所创业板正式挂牌上市，
“IPO电商第一股” 自此诞
生。据了解，从首次发布招
股书到成功过会，该公司只
用了不到7个月的时间。

公开资料显示， 御家

汇是一家以自主品牌为核心
的“互联网+美妆”企业。公司
拥有御泥坊、薇风等多个护肤
品品牌。该公司与天猫、京东、
苏宁易购等国内外多家主流
网上商城建立了深度合作关
系，并入驻了屈臣氏、沃尔玛
等线下渠道。

■记者 黄文成

御家汇上市，成IPO电商第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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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市场普跌、前期涨幅
过快和通胀预期升温等多重因
素影响下，进入2月A股市场出现
了宽幅震荡行情，而这也给手握
大量资金的新发基金提供了布
局良机。据悉，正在发售的诺安
益鑫灵活配置混合基金凭借明
星基金经理掌舵、金牛团队护航
和同门同类基金业绩优秀三大
优势， 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现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
等各大银行、券商和诺安基金直
销平台进行申购。 根据WIND数
据显示， 截至2月6日， 成立于
2008年5月的诺安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成立以来累计回报率为
301.77% ， 年 化 回 报 率 高 达
15.37%

不小心跌多了！沪指一年涨幅“归零”
两年线被破，盘中跌幅一度超6%����分析：美股暴跌影响有限，风险释放后或迎反弹

基金资讯

调整带来建仓良机
可配置诺安益鑫混基

鹏华策略回报王宗合：
在波动中足够坚定

当前市场处于中枢抬升震
荡格局， 短期市场出现部分回
撤，选股能力及风险控制能力较
强的基金经理所管理的产品成
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能够在波
动中坚守、 久经市场牛熊考验，
且具备长期投资研究经验的基
金经理， 更易获得投资者青睐。
鹏华基金权益投资二部总经理、
鹏华策略回报基金经理王宗合
就是这样一位长期投资实力出
众的少数派。据了解，鹏华基金
权益投资二部总经理王宗合管
理的鹏华策略回报基金，日前已
经由鹏华基金员工自购超过千
万， 成为了国内基金业的首例，
显示出鹏华全员对其投资研究
实力的充分信任。 ■黄文成

对于A股连续走低，市
场人士认为， 如何缓解市
场暴跌的问题正在考验着
管理层；技术面，大盘跳空
下跌，留下缺口，短期仍有
整理的需求， 但超跌指标
开始走强， 短期再次下行
空间或有限。

巨丰投顾分析认为，近
期以创业板为首的小盘股相
对活跃， 表明这类标的基本
跌透， 而上证50暴跌之后风
险也逐步释放，一旦跌透，市
场的反弹也将一触即发。因
此，近期指数在“通杀”下或
将很快见阶段底， 建议耐心
观望等待企稳反弹， 并做好
加仓以及建仓的准备。

对此， 英大证券李大
霄表示，历史多次证明，波
动是双向的，有向下波动，
以后也有可能往上波动，

好股票往上波动恢复的概率
更大一些，比较差的股票往上
波动恢复的概率就偏低，往下
波动的概率很高。 他表示，股
票市场有涨有跌很正常，要注
意风险控制，切记，不能借钱，
不能把“养命钱”投到股市里。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对后
市表现不太乐观。九州证券邓
海清分析称，本轮全球股市下
跌具有高度共振性，不仅仅是
美股暴跌导致全球暴跌那么
简单：全球股市几乎同时开始
下跌，然后相互传染，互相加
剧。他认为此轮全球股市暴跌
有可能引发全球复苏夭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财
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与证券
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则表示，A
股发生“股灾”的概率比较小，
除非是人为的因素，有一些监
管措施需要平和一些。

在经历前几周连续上涨
后，市场普遍认为调整将至，
但一下子跌幅超过4%，震荡
幅度之宽又让市场人士始料
未及。“A股2月9日的下跌与
国外市场有关系， 也和国内
近期的市场传言等有关系。”
信诚资本基金经理杨仲华
说， 近期市场传言的质押窗
口指导、 信托杠杆问题等对

市场形成了一定压力。
此外， 近期曝出的一些

上市公司巨额预亏损， 也给
市场带来一定负面情绪，一
些个股的表现缺少业绩支
撑， 也是促成本轮A股市场
下跌调整的因素之一。“一般
情况下，A股市场的运行更
多是自身因素决定的， 不是
外围市场。”杨德龙说。

近期包括A股在内的全
球股市下挫明显。 业界观点
认为， 全球股市显然正在被
美股“带节奏”，而美股下跌
的主要因素是过去多年以来
较快上涨后的调整和加息预
期。A股如此下跌显然也是
受到外盘的情绪影响。

无锡方万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绍霞说， 美国股市
已经上涨8年多，目前市盈率
和市净率整体较高， 估值已

经偏高。 此外，“市场担心利率
和通胀过快上升也是美国股市
回调的原因。”

前海开源基金董事总经理
杨德龙则表示，今年3月份美联储
加息预期增强等因素， 促使了这
次下跌调整。杨德龙认为，美股大
跌对亚太股市会造成影响， 但中
美股市节奏不同，美股已经走牛8
年多，A股刚刚从底部爬升，目前
看来， 美股市场的高位下跌会对
A股市场短期走势有所影响。

被全球股市“传染”

在市场遭遇“通杀”的情
况下， 创业板部分个股却表
现非常抢眼，甚至有多达9只
个股封住涨停板， 另外一股
冲击涨停， 而整个指数跌幅
也不足3%。这在创业板近一
年来的走势中， 是非常罕见
的现象。

本周， 创业板指数创下
了2014年12月底以来的新
低，去年7月18日的低位也被
跌破了， 但是本周的跌幅却
仅为6.46%，这个数字要远好
于大盘指数。

在当天涨停的9只股票
中， 除去两只是刚刚上市不
久的次新股以外，其余7只股
票多数都是因长期下跌而形
成的反弹走势。 最为典型的
莫过于安居宝， 该股从2015
年历史高点一路跌下来，至

今累计跌幅已经高达84.75%。
近期， 该股终于迎来了久违的
连续两个涨停板。实际上，类似
的低估值的中小创， 乃至主板
股票， 在本轮下跌中都表现出
较强的抗跌性。

经历2017年蓝筹白马行
情， 部分市场机构寄望于2018
年创业板行情能出现反转或风
格切换。“近两年， 创业板之所
以一直处于下跌通道中， 主要
原因就在于缺乏稳定的业绩支
撑。近两年尤其是2017年，市场
风格出现较大切换， 资金更重
视实实在在的业绩， 而不是概
念。”私募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
指出， 在经历了两年多时间的
下跌后， 部分市场机构寄望创
业板反弹， 但能否如愿还需更
多时间观察， 不过他个人认为
创业板2018年的机会并不大。

次新、低估值股票抗跌，市场寄望于风格切换

2月9日，受全球股市暴跌的影响，A股继续大跌。当
天三大指数全速下滑，大有2015年暴跌的势头。其中，
沪指下跌4.05%，与道琼斯指数周四的跌幅相当，两年
线已被跌破，去年一年累积下来的涨幅也悉数被侵蚀。
不过，由于前期跌幅较大，创业板在当天的表现还算比
较抗跌，最终跌幅不到3%。

有分析指出，周五深沪股指大幅度跳空低开，并最
终收出长阴线，从上海综指收盘情况来看，其已破位前
期3250—3300点区域的整理平台，显示此平台将在日
后形成对股指的极强阻力， 由于跳空缺口的出现并较
大，使得沪综指上方孤岛式形成巨量套牢筹码。

■记者 黄文成

2月9日， 三大股指大幅
低开后持续走低， 沪指盘中
最大跌幅达6.11%。 截至收
盘， 沪指跌4.05%， 周跌幅
9.6%创2016年1月后新高；
深成指跌约3.58%， 险守1万
点；创业板指跌2.98%。盘面
上，无一板块整体上涨，上证
50跌近5%，金融股、资源股、
建筑板块跌幅居前。

本周， 沪指不仅创两年
来最大周跌幅， 而且还连续
跌破了半年线、 年线、 两年
线， 这些中长期均线的支撑
位，大有势如破竹之势。这样
的走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2015-2016年的那场大暴
跌。对于这种下跌，有网友回
忆称，“2017年2月10日是星
期五， 沪综指收于3190点上

方。今年2月9日，也是星期五，
沪综指收于3129点。 一年涨幅
归零。”

最值得一提的是， 前期牛
气冲天的上证50， 在本轮下跌
中跌幅最大， 对市场及指数的
影响最大。 上证50指数仅仅在
本周内，跌幅就超过了10%，而
该板块的股票多数为权重股，
对于大盘指数的影响极大。

周五， 上证50权重股大幅
下挫， 指数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7%：洛阳钼业、中信证券、保利
地产、中国中铁、华泰证券、新
华保险、中国铁建、中国太保、
南方航空、 中国神华、 华夏幸
福、招商证券、中国人寿、中国
交建等盘中纷纷跌停。 宝钢股
份、国泰君安、中国平安等盘中
重挫逾8%。

盘中最大跌幅达6.11%，周跌幅近10%

风险已释放，反弹有多远

与近期市场传言有关

创业板 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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