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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操盘

这些股票可关注

湘财证券：

1.风格转向大盘股 2005年

以来， 大盘/小盘风格轮动周期

大致在3-7个月。从2008年底以

来， 小盘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跑

赢大盘指数，从概率上来说下半

年大盘股表现将明显强于小盘

股。

2、 估值洼地 在流动性充

裕背景下，估值洼地将被逐步填

平，可超配金融、交通运输、建筑

建材和采掘业。

3、 主题投资 通胀收益

板块：超配受益于资产价格复苏

的金融、房地产、采掘行业，有色

金属估值偏高不建议超配；低碳

经济：重点关注在新能源、节能

减排、智能电网方面已经实现产

业化的龙头公司； 上海世博概

念： 依循奥运板块的炒作逻辑，

重点关注旅游、 商业的龙头公

司。

银河证券：

对以下行业进行超配：地

产、银行、证券、汽车、石化、煤

炭、建筑建材、造纸、医药、食品

饮料、商业、工程机械、高速公路

等行业；

海通证券：

建议重点关注软件开发行

业、电力设备行业与铁路设备行

业等可能受政府扶持、或政府可

能加大采购力度带来的潜在投

资机会。并建议重点关注新能源

主题与区域性主题（重点包括泛

浦东板块、滨海新区板块、成渝

板块与海南板块）。

机构下半年策略

机构最看好投资方向

统计数据表明， 自2008年

第四季度以来， 市场盈利预测

一致预期持续下调。我们认为，

在2009年我国GDP增速明显低

于2008年增速水平情形下，营

业收入增速继续显著下滑，甚

至可能出现负增长， 将成为影

响2009年A股业绩增长最主要

的负面因素。 因此业绩难以成

为股指继续上涨的新动力

从下半年限售股解禁量、

主板IPO重启、基金规模已处稳

定增长状态，以及目前货币供应

量M1与M2增速很可能已处在

“顶部”区域来看，供求状况难以

乐观，本轮流动性最充裕的时光

可能已经过去。因此，预计流动

性难以支持A股绝对估值水平在

今年下半年继续回升。在基本面

与流动性的影响下，下半年市场

将进入中级调整。

海通证券

乍暖还寒 股市面临中级调整

两周之内，大盘犹如下山的兔子，连滚带爬，跌跌撞撞

回到了32个交易日之前的位置。这是自1664点以来，市场

第三次出现这种彻底破坏上升趋势的形态。 这是否意味

着，曾经洋溢在市场中的牛气正在渐渐散去？那么投资者

在2009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是该完全弃守3000点，还是在

3000点上继续纠缠？

暑气正浓 牛气渐散

2009年的最后几月，撤还是留

二季度机构持股合计比例下降较多的股票

代码 证券简称 中期机构 一季度机构 中期每股 行业

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 收益(元)�

合 计(%) 合计(%)��

002183 怡亚通 10.41 38.74 0.11 交通运输

000792� 盐湖钾肥 24.96 46.13 1.03 化工

002230� 科大讯飞 12.23 32.22 0.17 信息服务

600321� 国栋建设 0.00 18.68 �0.0735 建筑建材

600309� 烟台万华 10.91 29.01 0.3 化工

600519� 贵州茅台 17.09 35.09 2.96 食品饮料

000731� 四川美丰 2.38 19.81 0.2637� 化工

600551 时代出版 17.52 34.57 0.29 信息服务

002063 远光软件 3.10 19.42� �0.12 信息服务

002262 恩华药业 4.11 20.18 0.16 医药生物

二季度机构持股合计比例增加较多的股票

代码 证券简称 中期机构 一季度机构 中期每股 行业

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 收益 (元)��

合计(%) 合计(%)�����

000671 阳光城 27.71 0.00 0.018 房地产

600368 五洲交通 27.69 4.36 0.08 交通运输

002233� 塔牌集团 44.93 22.13 0.22 建筑建材

600840 新湖创业 37.47 19.52 0.12 房地产

600546 中油化建 36.60 18.84 0.0218 建筑建材

600703 三安光电 41.14 24.38 0.23 电子元器件

600231 凌钢股份 34.75 18.92 -0.03 黑色金属

002139 拓邦电子 15.38 0.00 0.17 电子元器件

600139 西部资源 17.33 2.36 0.14 有色金属

600503� 华丽家族 14.75 0.00 0.15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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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看， 与成熟市场不

同，A股市场呈现出典型的暴涨

暴跌特征。 行为金融学强调了

人的非理性行为， 由于投资者

群体非理性的存在， 使得股市

经常处于暴涨暴跌过程中，因

此，从暴涨暴跌模型分析，下半

年A股市场的震荡可能会显著

加剧。

通过多种估值分析和国际

比较分析，我们认为A股市场已

经出现泡沫特征。 但由于流动

性是2009年推升市场的重要力

量，而下半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不会发生转向，流动性充裕格

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因此，充

裕的流动性可能使下半年的估

值泡沫得以常态化。

而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复苏

期的股市经常会震荡与波动。

因此， 我们预计2009年下半年

A股市场： 由单边上行格局变

为区间大幅震荡， 投资风险增

加， 上证综指核心运行区间为

2500点-3400点， 波动中枢上

移至2950点。 银河证券

暴涨暴跌vs泡沫常态化

从2008年11月推荐政府投

资受益的板块， 到2009年1月探

寻库存回补的力量， 再到3月看

好汽车和房地产的需求， 直到8

月初预期出口的复苏，差不多所

有周期性的力量都已经被挖掘

了一遍。这也意味着，近期很难

再找到新的经济复苏的支点，很

难再找到推动宏观预期进一步

调升的领域。

因而申银万国研究员袁宜

和徐妍认为，基本面可能没有预

期的那么好，未来上市公司盈利

不及预期的风险正在增加。同时

他们认为， A股市场明显处于泡

沫区域， 这意味着支撑当前A股

市场的主要力量已不再是盈利

前景，而是过剩的流动性。

而央行出人意料地在第二

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提到了政

策微调，且近期一系列举措表明

过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已被改变。

因此两位研究员认为，在出现新

的因素解除对基本面和流动性

的担忧之前，A股市场的冲高阶

段或已提前结束。

■记者 李庆钢

与股指见2100点和2400点之

后的下跌相比，目前指数的跌幅并

未超过前两次。但是此次下跌的震

撼程度与前两次下跌相比，则有过

之无不及。

首先是前两次下跌时，指数站

的位置并不高。相比1664点这一底

部位置， 从2100点和2400点向下

滑落与3400点向下俯冲，带给投资

者的心理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其次，此次下跌中，对人气的

伤害大大超过前两次。上周连续两

次，每当市场收出貌似止跌的小阳

线，接下来就劈头盖脸砸出令人窒

息的大阴线。

虽然前两次的下跌中，一样有

惊涛骇浪， 但是从未如同上周那

样，先给人以幻想，再无情扑杀。这

种“引蛇出洞”的跌法，消灭了市场

中大量抢反弹的生力军， 之前对

4000点的憧憬 ， 转眼间成了对

3000点的忧惧。

上海智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经济顾问金学伟指出， 根据

市场轮廓理论，所谓价值，就是时

间+价位———在较长时间的交易中

形成的那个出现时间最多的价位

就是价值中枢———市场真实价值

所在。

那么 ， 从 2006年年底突破

2245点以来，上证指数出现时间最

多的点位是哪一个？ 一个是2990

点。 从2007年到目前，32个月中，

见到2990点的月份数已达7个；一

个是3400点，32个月中，见到3400

点的月份数已达8个。

金学伟表示，从以上统计可以

看出，见到这两个点位的时间数都

达到了三分之一，虽然与3400点相

比，2990点还差一个月份， 但本周

见到这个点位基本上已经没有悬

念。他认为，由于2990点与2008年

的平均值3008点重叠， 因此，在

2990点和3400点之间选取一个点

位，非2990点莫属，取一个整数就

是3000点。 由此金学伟表示，以

3000点为中轴线上下震荡整理，将

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特征。

3000点将成价值中枢

市场不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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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高阶段或已提前结束

这些股票要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