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生”行情不是结束而是休整

目前时值 3 月中旬，仅是初

春，春生行情还有的拓展。从时

机上看，近日郭树清主席称：“目

前不是国际板推出的合适时机，

国际板没有时间表”。他所谓的

“合适时机”是什么？我推测是

2800～3000 点。而现在指数老

是在他认为大盘股有罕见投资价

值的2400点附近打转，并且他上

任时的位置在2473点，即便从为

了今后能推出国际板的功利目的

看，日后继续拓展春生行情，在时

间和时机上也是有利的。

时间和时机

独立财经观察家侯宁：

救股市就是救经济
一家之言

日前,独立财经观察家侯宁

认为,股市短期受到一些负面因

素影响，但中长期依然向好，他强

调救股市就是拯救中国经济。

侯宁表示，下跌是预期之内的，

自今年1月6日他发表了看多宣言

后，股市还没有出现过像样的回调，

这次股市的大跌也正是对此前上涨

过快的一种调整，股市运行到现在，

正处在重要的关口上，沪指2550点

积累的套牢盘较多，因此在没有后

续利好政策的刺激下，主力上攻这

个点位肯定是会犹豫的。

对于这次股市下跌的真正原

因，侯宁认为，投资者对股市的信

心其实就是对整个国家经济的信

心，在十八大召开前，某些敏感因

素的不确定对这种信心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同时主力在这轮反弹

中获利较多，因此借机洗盘打压

的可能性占到了80%。

目前政府已经将 GDP 的增

长主动降低到 7.5%，而且总理有

关“房地产远未到合理价位”的一

席话，使我们联想到政府可能会

牺牲掉房地产市场的增长而确保

经济转型的成功，那么在此背景

下，楼市资金是否会选择股市呢？

对此侯宁表示，主动把经济下调是

件好事，这会强化投资者对未来经

济的信心，因为这标志着中国政府

已经下决心要转型，但是怎么转，

与之配套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多

高，短期内都会对股市造成一些影

响，但无论如何房地产调控不动

摇，意味着对股市可中长期看好。

“未来楼市进入股市条件是

二次股改的继续，以及股市三公

基础的继续夯实，那么中国股市

目前这块相对的投资洼地，势必

会使楼市资金流向股市。而且中

国股市能够拯救投资者对中国经

济的信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救股市就是救中国经济，激活股

市也就给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融

资 的 平 台 。”侯 宁 如 此 坚 定 地

说。 赵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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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论坛

“两会”期间大盘持续调整，

市场风格随之轮换。不少基金针

对两会期间透露出的最新动向，

开始着手布局两会后行情。

银河基金张杨认为，两会期

间，政策导向的投资机会将显

现。他认为，从市场发展本质来

看，本轮经济发展势必走向转型之

路，需要高度重视本轮经济转型的

深刻背景，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将

呈现经济转型的重大变化，不再作

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产业链的估

值中枢在不断下移，投资品股票波

动幅度因此减少，大的投资机会将

来自消费和创新主导的新经济产

业，因此建议继续投资能够受益于

中国消费升级和创新型经济的明

星产业和上市公司。

信诚基金张光成表示，今年

以来，周期行业与非周期行业的

收益一直呈现明显的轮动特征。

经过前期调整，目前消费行业估

值低于其历史平均水平，食品饮

料、医药、品牌消费、商业、可选消

费等非周期类行业基本面大趋势

较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

有望呈现明确的防御属性，未来

中长期表现值得期待。

博时基金魏凤春指出，从具

体行业上看，当前主要行业的消

费增速呈现普遍下滑态势。工业

企业生产与需求总体仍处在低迷

区，上游行业环比向下趋势需警

惕；产品价格回落趋势继续，企业

盈利压力难消，生产积极性受影

响，投资受压制。其中，影响最大

的是制造业，不过，建筑业和农林

牧渔投资增速较有亮点，值得关

注。 隋文靖

“两会”后投资机会在哪？

名家看盘

退一步为了好出“拳”

科技股将是第二波行情热点

“两会”将今年的GＤP增速降

为7.5%，使前期大幅上涨的金融、

保险、石化、钢铁、汽车、有色、煤

炭、水泥等周期性行业的大盘股，

失去了进一步上涨的理由，不进则

退。温总理关于“房价远没有调整

到合理价位”，“政府对房地产调控

绝不动摇”的表态，使前期凭臆想

而大幅上涨了30%以上的房地产股

集体杀跌，成了股指跳水的急先锋。

“3·14”大跳水的原因

按照2011年业绩预估，目前

2400 点位置大盘的动态平均市

盈率只有 15～16 倍，比美国股

市只选 30 多个样本股统计的市

盈率还要低。中小板 20 倍出

头、创业板30倍左右的估值，大

大低于门槛低、成长性更逊、没

有高送转机会、40 倍市盈率的

纳斯达克股市，更具价值再发

现的空间。

估值

随着“两会”闭幕，市场

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春

生”第一波的调整。尽管沪

指当日创了四个月来的跌

幅，从高处回落 94 点，尽管

主要是前期过早做空的基金

和今年来屡屡失败的期指空

头主力通过猛砸第一权重股

中石油所带头杀跌，但是调

整的理由还是很充足。

华东师范大学企业与经

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李志林

去年底，丁二烯价格自底部

快速回升。由于其下游合成橡胶

行业，特别是顺丁橡胶的新增产

能将在今年集中释放，而碳四资

源不足严重制约了丁二烯的扩张

步伐。业内判断，在供求矛盾和

成本支撑两方面因素下，“丁二

烯-合成橡胶”产业链的利润将

逐渐向上游转移，被业内戏称为

“魔鬼产品”的丁二烯产业有望迎

来高景气周期。

近期，受下游抵触情绪影响，

丁二烯价格出现松动，但不论从

供给缺口，还是从成本支撑来看，

业内大多认为，丁二烯进一步回

调的空间不大，今年的价格中枢

应该会比去年高。

近期外围轮胎市场价格在上

涨，国内半钢胎行业开工率接近

100％。3 月中下旬，一旦终端启

动合成橡胶采购，丁二烯价格有

望找到新的平衡点。业内判断，

辽通化工（000059）、齐翔腾达等

公司的丁二烯装置将率先从产业

链利润转移中受益。 李娴

股海淘金

丁二烯将迎高景气周期

再度上行的主流是科技股

美国 100 多年的证券史证

明，每一轮牛市都是来自科技

进 步 和 科 学 产 品 的 广 泛 应

用。这一年来，美国股市的强

劲上涨，除了美联储宣布将零

利率保持到 2014 年末以外，主

要就是靠纳斯达克的高科技

股领涨。温总理在两会记者

会上说：“降 GDP 主要是为了

主动调整结构”，“要设法使同

样的经济总量能换取更大的

经济效益。”我以为，就是要靠

经济转型，靠七大新兴产业，

靠科技进步，来推动股市的上

涨。由此，目前 20～30 倍市盈

率、七大新兴产业、有高成长

性 、有 高 送 转 潜 力 的 中 小 盘

股，将是“春生”第二波的主流

热点，是跑赢大盘的利器。这

是被今年以来的股市实践已

经证明的、并将继续证明的客

观事实。

所谓“蓝筹股”，在全世界股

市有着经典的定义：第一，是行业

中龙头和标杆的大盘股。第二，

是进入成熟发展期的企业，靠的

是内生成长性，而无需再融资，如

可口可乐、微软、苹果等。第三，

每年的分红率超过银行利息的

3～5倍，从而吸引庞大的养老基

金等社会资金长线投资，稳定地

获取丰厚回报。相比而言，中国

股市目前的大盘蓝筹股，只具备

上述三定义中的第一个，而另两

个上却是软肋，尤其是银行股。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说一百遍“大

盘蓝筹股有罕见投资价值”，市场

也不相信。

对两会利空的集中宣泄

大盘蓝筹股“价值”遭到否定

美国道指强劲上涨，稳稳站住

了13000点，近期又连涨7天；纳指

连创11年新高，稳稳站上3000点；

标普500创了四年来新高，稳稳站

上1400点；欧洲股市也是牛气冲

天。这样，连续大跌两年的中国股

市就更无继续走熊的道理。

周边股市

欧债危机

一年来，被称为中国股市大

跌的重要借口的“欧债危机”，是

美国人和欧洲人一手策划的一

出闹剧。目的是，刮起通胀旋

风，转嫁危机，搞乱中国和新兴

国家的经济和股市。而中国经

济学家和分析师们却一再拿“欧

债危机”说事，唱空中国经济，推

卸股市下跌责任，自己吓唬自

己。现在终于清醒，欧债危机对

中国股市的负面作用不复存在，

连温总理都说，我们要集中力量

办好自己的事情。

多项利好有待陆续推出

例如：人社部长所说的，两会

后将开始地方养老金入市的试点；

证监会表示，将协调有关部门降低

红利税；郭树清主席称，将采取多种

措施提振股市信心；周小川行长称，

存准率有较大的下降空间；工信部

长称，四个新兴产业规划将在两会

后出台；新股发行改革将有大的动

作等等。这些都是经休整后“春生”

行情开启第二波的预期动力。

下方支撑强劲

前期沪指在攻克 2370半年

线的过程中，市场经过反复的震

荡、盘整、蓄势，使半年线有着扎

实的基础。前期踏空了大段行

情的空翻多机构，是在 2370～

2400点反复盘实之后，才由空翻

多的。目前，市场有没有去年那

样的欧债危机、五次国际板 传

言、加息提准、扩容大跃进的

利空，所以在股市杀跌时，只

有 获 利 盘 涌 出 ，而 鲜 有 割 肉

者。周三、周四、周五巨大的

成交量表明，获利盘清洗得较

为 彻 底 ，承 接 盘 同 样 十 分 有

力 ，人 气 不 散 。 若 不 看 好 后

市，岂会贸然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