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泰证券分析师表示，未
来一段时间，板块轮动的结构
行情可能性依然较大，无论是
前不久央行“双降”，还是明年
的养老金入市启动，市场总体
向好迹象是比较明显的。

天信投顾指出，题材和热
点是恒久不变的操作标的，此
外就要关注权重蓝筹股能否
启动估值修复行情。可重点关
注券商、 保险等大金融板块，
此外还有电力、有色等龙头股
的投资机遇，“不要轻易下车，
市场即使出现震荡，幅度也相
对有限，关键还是要有持股的
耐心”。

大象起舞引领指数上涨 券商股集体大涨盛况只在上半年牛市中出现过

蓝筹股“昨日重现”，争夺牛熊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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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文成

在市场都以为市场重心要下移
之时， 两市股指不仅没有往圆弧顶
形态转变， 反而在周三突现券商股
集体呈井喷行情， 资金大举抢筹再
现疯狂，新龙头强势崛起，一扫持续
长达半个多月的“阴霾天气”，终于
迎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涨。

周四虽无周三那么疯狂， 但成
交量的放大成为当天最大亮点，而
且作为“大象”的蓝筹股开始跳起了
“集体舞”， 至于大盘指数则不仅回
补了此前的缺口，还一度站上250日
线，并逼近3600点。那么在两日上涨
近200点后， 大盘是否有望持续反
弹，冲破250日这根“牛熊分界线”？

危急关头“满血复活”

从10月21日遭遇60日均线后，沪
指便陷入了小阳小阴的横盘震荡中，
进入本周更是形成了向下的趋势。

本周二一度考验3250点附近
的支撑力度，如跌破，那么将回补此
前反弹中向上的跳空缺口， 而从当
时的技术面来看， 已释放出明显的
下探信号，包括大盘已跌破20日均
线、MACD已形成死叉、 成交量持
续萎缩。

在如此危急之时， 沪指在继周
三实现强势大涨后， 周四延续强势
上攻，最高探至了3585点，短短两
个交易日上涨近200点。 这两根阳
线，一下吞没了此前的跌幅，并创下
了反弹新高。 这种逼空行情对于市
场的信心来说， 不仅扫除了多日的
“雾霾”， 还给市场信心带来了极大
的鼓舞。

这一点从近两日的成交量即可
看出，尤其是周四明显放量，重返万
亿元关口上方， 以1.37万亿元的成
交额创近两个半月以来的新高。

权重板块“王者归来”

周三早间虽然有消息称沪港通
年内将推出， 但午间央行进行了辟
谣，称此观点来自周小川今年5月份
的讲话， 然而券商股大涨却已经刹
不住车，午后顺势全部封死涨停。

如此奇观在上半年牛市中才出
现过， 而且关键的是这种疯狂并未
“一日游”。 周四盘中甚至再度出现
几乎全部涨停的局面， 只是在午后
有所回落，但最终依然有兴业证券、
光大证券、 华泰证券等7只券商股
封死涨停板。

实际上， 券商作为此前牛市先
锋部队， 在今年的暴跌中也受了重
挫， 回调力度可以说是所有板块中
最大的， 几乎跌回到去年牛市初期
水平。有分析指出，整个金融板块都
形成了超跌的态势， 继续向下的空
间非常有限， 因而在利好消息刺激
之下，立马迎来了一波强势反弹。

在券商股的带动下， 银行、保
险、煤炭、钢铁、高速等权重板块也
出现了集体大涨。相比之下，题材股
则开始集体沦陷，猪肉、网络安全、
传媒、环保等跌幅居前。

广州万隆认为， 大盘蓝筹股当
前估值仍低于国际水平，11月5日
现二八分化， 其背后释放的是蓝筹
股补涨的重磅信号。

市场仿佛回到了去年11
月份的大行情， 去年沪港通
开通前3个月，A股正式启动
牛市，在11月正式开通之后，
以券商为代表的蓝筹板块走
出杠杆上的疯牛。 在沪港通
开通1年的敏感时点，目前券
商板块价格也回到了1年前
启动时的原点， 而且今年来
券商股涨跌幅倒数第一，估
值处于历史最低点， 三季度
暴跌阴影下基本面黑暗得不
能再黑。

从沪深股市自身运行规
律来看，过去5年，最后两个
月行业涨跌幅与前10个月有
很强负相关性，近年来，金融
股多次在年底发力，2012年
和2014年更上演蓝筹大逆
袭。究其原因，在年底排名压
力下，投资者博弈心态浓厚，
滞涨品种性价比明显， 成为
排名靠后投资者弯道超车的
不二选择。

持续上涨之后，大盘
已开始远离60日均线，而
此前 3400-3500点之间
的跳空缺口， 也回补完
成，那么下一步反弹的目
标就是突破250日均线。
值得投资者注意的是，大
盘能否突破该压力位，或
将直接决定着本轮反弹
行情的命运。

对此， 湖南资深投资
人士李布维指出， 目前依
然处于右侧交易机会中，
至少11月中旬以前还是
比较乐观。至于年线，他认
为很快就会实现突破，“当
前年线依然处于向上的趋
势中， 这对于大盘的反弹
是有利的， 因为没有向下
的反压。此外，深证综指、
创业板指、 中小板指等都
已突破年线并站稳， 因而
主板两大指数也有望紧随
其后实现突破。”

他还表示，由于周三
的反弹比较突然，不管是
多方还是空方都未能预

料到，因此大量场外观望
的资金尚未进场，随着市
场持续反弹，新的增量资
金将入场，从而带动市场
成交量的放大，给大盘突
破“牛熊分界线”提供充
足的动力。

天信投顾也指出 ，
从技术上看， 沪指已经
打开上行的空间， 前期
3300-3450点的箱体被
完全突破，同时伴随着量
能的放大，增量资金积极
入场抢筹。因为这两日涨
幅过快，沪指午后涨势空
间有所收窄。当前，沪指
在3500点上方其实也面
临着较大的上行压力，这
一位置正好是7月、8月平
台整理区间的下轨，市场
每上行一步都面临着套
牢盘的沉重抛压。 不过，
市场人气已经被大金融
板块的飙升激活，股指进
入了估值修复行情，市场
风险开始从题材股转移
到权重蓝筹板块上。

连月来的低迷行情
让许多股民谨慎起来，而
近两日突发的大涨则让
人措手不及。“早上大盘
涨的时候，我还在往外卖
股票， 到了下午就后悔
了，总不能刚卖出的股票
又从涨停板上 接回 来
吧。”本周前两个交易日，
股民邵先生持有的健康
元延续了前几个交易日
的调整走势。

11月4日该股一出现

反弹走势，他立马下意识
地卖完了手上的所有股
票。不过，该股上午未收
盘就牢牢封死涨停。

另一股民姚先生也
说，“最近自己都是快进
快出、逢高减持。周二刚
刚把整体仓位降下来，周
三大盘就大幅飙升了，而
且是大盘蓝筹股和中小
盘题材股放量齐涨，突然
有一种‘满仓踏空’的感
觉。”

首先是聚焦制造强国， 关注新
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 高档数
控机床、农机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
等行业。

第二是聚焦消费升级，可以关
注高景气消费性服务业子行业和
政策催化较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如
影视传媒、出境旅游 、体育、快递物
流、农村电商等。

第三是关注改革深化，把握行
业性改革、国企改革等推进带来的
投资机会。

第四是人口问题，可关注养老
和婴幼儿产业。

第五是“走出去”升级，“一带一
路”和自贸区都值得市场期待。

市场再现去年
11月大行情特征

大盘能否
实现突破？

数据显示，10月份以来，
券商板块整体呈现融资净买
入，11只券商股净买入额度
在亿元以上，中信证券、西部
证券、 西南证券融资净买入
在5亿以上。 从全市场来看，
国庆以来，共有736只个股出
现融资净买入， 占比超过
80%, 融资净卖出的个股仅
157只。这么多因素累积在一
起， 市场很难不产生丰富联
想。 毕竟券商是最能带动市
场人气的板块， 大盘有望走
出突破行情。

疑问

回顾
命运掌握在
250日均线手里

股市众生相

弱市思维未转换
股民逢高就减持

关注“十三五”
相关机会

经历了疯狂牛市洗礼、黑暗暴
跌、金融反腐风暴后，当前的A股市
场，不管是大环境还是小气候都在
好转， 这或有利于市场的逐步企
稳，重新回归牛市。

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清理后，场
外配资已基本退出市场，A股市场
逐渐恢复到较好运转环境中，而徐
翔等“鼹鼠”的落马，更是净化了环
境。周三、周四的大涨就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展开的。

从小气候来看， 近一个月来，市
场基本形成了一种风气：那就是涨一
点就跑，而这种操作策略也造成了市
场长时间的盘整。此外来自3450点附
近的抛压也压制了大盘的继续前行。
然而，随着近期的持续阴跌，这些获
利筹码和解套盘已基本清洗干净，市
场有望开启新一轮上涨。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在
大环境、小气候都洗干净后，A股的
上空有望迎来一片晴朗的天空。牛
市行情也有望就此再出发。

■记者 黄文成

“扫尘”之后，牛市或迎晴空

麓山侃财

向好迹象
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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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后市

11月5日， 股民在安徽
省淮北市一证券营业部关注
股市行情。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