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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

7

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出

炉，

CPI

步入“

1

时代”，

PPI

企稳。经济

数据的好转成为创造反弹的基础 。

此外， 海外市场的稳定也强化了这

一基础。

在此背景下，市场或许更关心有

没有经济刺激政策出炉。

经济数据企稳

周四，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2年7

月宏观数据，7月份CPI同比上涨

1.8%，在回到2%以下的同时，也再创

2010年以来的新低。

对于CPI的继续回落，华泰证券

分析师孙立平指出，CPI的同比显著

回落， 将为央行货币政策的微调、预

调提供一定的空间。

与此同时，统计局也公布了PPI

数据，7月PPI同比下降2.9%，环比下

降0.8%。PPI下滑显示出实体经济的

疲弱态势，印证了有效需求明显不

足的现状。不过，孙立平指出，PPI和

CPI同比增速差正在扩大， 这种数

量差扩大有利于中下游企业业绩的

回升。

除了CPI、PPI两数据以外，近期

公布的PMI数据也有向好迹象。

市场憧憬政策

7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

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

年经济工作。财经界通常将该会议称

为“中期经济会议”。

次日，受益中期经济会议上提及

的“保障房”建设，水泥建材类股票

大幅上涨。这表明中期经济会议对市

场的影响不容小觑。

记者注意到，就在中期经济会

议上提出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优化投资结构的同时扩大有效投

资， 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

施，加大对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支

持”、“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后， 各地稳增长措施悄然启动。如

湖南省发改委主任胡衡华表示要尽

快启动一批重大项目，发改委已经

初步拿出50个左右拟提前启动的重

大项目名单；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

长、市财政局局长蒋卓庆表示今年

上海再增加20亿元规模的财政专项

资金，不断优化小微企业融资发展

环境等。

显然，在政策的预期下，市场有

了炒作的思路。

历史规律显示机会大

早在7月21日， 记者就根据中期

经济会议后的走势和规律梳理发现，

历年会议上隐约提到的政策有望在

会后得以落实，相关板块和个股存在

不小的机会。

比如，2007年的中期经济会议、

200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

及2008年的中期经济会议， 都重点

提及“扶持三农”，在2008年大熊市

中， 农林牧渔板块加权跌幅仅为

19.3%，仅次于医疗器械板块，位列

跌幅榜倒数第二。 而在2008年上半

年，农林牧渔板块是行业板块中唯

一上涨的板块 ， 加权涨幅高达

9.85%。

比如2009年的中期经济会议，会

议重点提及 “积极培育一批发展潜

力大、带动作用强的新兴产业”， 在

此背景下，2009年8月1日~12月31日，

电子支付、触摸屏、生物制药等板块

排名涨幅榜前列。

比如2010年的中期经济会议，

会议重点提及“推进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建设，加强水利建设”。在7月

初见底之后，三峡水利（600116）开

始步入牛市，至2011年2月，该股的

涨幅高达 250% 。 同样 ， 葛洲坝

（600068）、安徽水利（600502）等

个股， 也在这段时间上涨了约

150%。

再比如2011年的中期经济会议

提出“文化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

在当年下半年，传媒股因文化产业振

兴政策而出现大幅上涨，在指数下跌

超过20%的情况下，传媒娱乐板块跌

幅最小，平均跌幅仅有1.83%。

显然，中期经济会议对股市的指

导作用十分明显。随着2012年中期经

济会议的召开，8月份以来的反弹将

是“政策时间”下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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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数据和政策面都透着暖意的

情况下，

A

股从

8

月

1

日起就展开了持续的

反弹。然而，面对反弹，投资者却有些犹

豫。数据显示，

A

股新开账户数不升反降。

股民在犹豫

本轮行情的前三天（8

月

1

日

~3

日

），市

场是没有放量的。这说明，反弹初期更多的

是场内资金的倒腾，外来的动力并不大。

这一点从中登公司的数据中也可见

一斑。

7月30日~8月3日，新增A股开户数中

上海为41213户，深圳为37978户，合计增

加了79191户。而就在前一周，新增A股开

户数中上海为46154户，深圳为42207户，

合计增加了88361户。

这表明， 接近底部和反弹初期的一

周，市场新增开户数竟然减少9170户，即

10.4%。

此外，7月30日~8月3日， 期末持仓A

股账户数两市合计为5633.88万户， 这一

数字竟然较前一周5641.37万户减少了

7.49万户。 这表明， 在见底反弹之际，有

7.49万股账户割肉空仓了。

也是在7月30日~8月3日， 当周参与

交易的A股账户数两市合计为685.2万

户， 较前一周的715.98万户减少30.78万

户，这表明，有30.78万个账户在见底反弹

之际采取了死守不动的策略， 没有割肉

也没有换仓。

有分析人士指出， 新增开户数的减

少以及持仓数的减少表明， 投资者对反

弹不甚看好，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

历史数据证明无需紧张

虽然在当前的反弹中， 股民参与的

积极性不高。但是，这或许正印证了行情

往往在犹豫中产生的股市真理。

记者统计历史行情发现， 在反弹初

期，的确会出现这样的开户数减少，参与

度不高的情况。

比如，在参与度方面，2011年12月26

日~12月30日当周， 期末持仓A股账户数

为 5694.21万户 ， 参与交易的账户有

630.86万户； 而2012年1月9日~1月13日，

期末持仓A股账户数为5682.89万户，参与

交易的账户有873.89万户。这表明，在反

弹时，投资者参与度有所提升，但却有部

分投资者是割肉空仓了。

在今年1月2132点前的一周，2011年

12月26日~12月30日， 新增A股开户数为

162777户。 而到了2132点确定后的反弹

时期，2012年1月9日~1月13日， 新增A股

开户数为114139户。这表明，在反弹初期

开户数不升反降，降幅高达30%。

今年3月29日沪指见底2242点，在见

底前的3月26日~3月30日，A股新增开户

数为244234户。 而在反弹初期的4月9日

~4月13日，新增A股开户数只有83195户，

降幅高达66%。

而在参与度方面。3月26日~3月30日，期

末A股持仓账户数（

沪深两市

）为5692.9万

户，当周参与交易A股账户数为973.86万户；

4月9日~4月13日，期末A股持仓账户数（

沪

深两市

）为5705.01万户，当周参与交易A股

账户数为946.68万户。这表明，虽然持仓账

户上小幅上升， 但同时参与交易的账户数

仍在下降，这表明市场分歧依旧较大。

从以上经验可见，在反弹初期，市场

的确处于新增开户数减少， 持仓账户数

减少的情况，这并不影响市场继续反弹。

证券

编辑 张力 美编 董黎 校对 张德顺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09~1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成都全搜索

www.chengdu.cn

2012

年

8

月

11

日 星期六

微博报料

86612222

报料

热线

t.qq.com/cdsbrx

拨通商报热线 报料就有惊喜

报料

短信

13558612222

86612222

报料

QQ

weibo.com/cdsbbl

本周，A股市场在连续反弹四天之

后，到周五才有所调整，上证指数昨日

下跌5.29点，以2168.81点报收，沪市成

交量略有萎缩，共成交609.3亿元。本周

形成的反弹，后市能否延续，场外资金

为何还不愿意大规模介入？究竟还在等

待什么？针对这些问题，成都商报记者

昨日采访了道达先生，希望能够给投资

者带来参考。

市场底意义重大

记者： 本周的行情没有让投资者失

望，上证指数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反弹，对

于这样的结果，你怎么看？

道达：

确实，之前很多人都还沉浸在

对“奥运魔咒”的恐惧之中。在上一周沪

指逼近2100点整数关后， 终于在多头的

努力下形成了反弹。 在抵抗住空方的多

次攻击之后，上周末我曾经指出，“市场

底隐现，政策底仍欠东风”。上一周，沪

指周K线收出带下影线的阳十字星，而

本周， 在几乎没有任何政策性利好的状

态下，沪指周K线收出实体阳线。因此，

从本周市场的走势来看， 我依旧坚持

“市场底隐现”的观点。

记者：但从盘面的热点来看，似乎切

换得很快，操作的难度也还是不小。

道达：

反弹初期，最典型的特点是人

气开始逐渐恢复。在这样的状态下，各路

资金开始四处挖掘机会， 所以热点往往

会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投资者的信心还

没有坚定到能够长期持股的地步， 因此

热点切换的速度也比较快。不过，总体而

言，市场底已经初步形成，意义是十分重

大的。

短线或仍有反复

记者：尽管本周连续四天反弹，但周

五却又开始有些疲弱，对此你怎么看？

道达：

我认为这是十分正常的。虽然

股指从2100点到本周最高的2176点，反

弹幅度不到100点，但个股的活跃度还是

比较高。经过近一周时间的活跃之后，短

线资金确实也需要一个休息的过程。毕

竟，这一周几乎没有任何政策利好出台，

大盘完全是自发性的技术反弹。所以，到

了周末，机构开始谨慎、开始观望，这也

是符合逻辑的， 因为大资金不会在政策

不明朗的时候大举介入。所以，也不用对

昨日的小幅调整大惊小怪。

记者：那么，反弹还会不会延续？这

是广大中小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

道达：

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我认为底

部阶段应该还有反复， 但只要不出现重

大的利空，我认为下跌的空间不会太大。

既然奥运会的“魔咒”都挺过来了，奥运

会结束后还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后市还

有政策兑现的话， 我认为调下去反而是

重新介入的机会。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

本手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 ， 入市风

险自担。 成都商报记者 曾子建

昨日市况>>>

破除奥运“魔咒”

8月反弹

在犹豫中前行

下跌永远在恐慌中结

束，上涨总在犹豫中前行。

8月1日以来，A股悄

然迎来反弹，8个交易日6

涨2跌。不过，对于本轮上

涨， 至今无人敢喊出见

底。中登公司的数据也显

示，7月30日~8月3日，A

股新增账户数增速放缓。

对于反弹行情，投资者显

然表现得很犹豫。

然而， 大胆的投资者

却看到了经济数据的企

稳，政策刺激预期的强烈，

这使得他们的风险偏好上

升，周期股有望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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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投资者还有些犹豫， 但在经济

数据和政策预期下， 整个市场的风险偏

好正在提升。在此背景下，周期股和主题

投资成为市场的最爱。

两类股表现强势

记者统计显示，8月1日~10日，涨幅前

10位的概念板块依次是页岩气、稀土永磁、

海峡西岸、新三板、触摸屏、涉矿概念、多晶

硅、锂电池、3G概念以及送转潜力板块。板

块涨幅均超过9%，页岩气更是达到近14%。

从以上强势板块的格局看， 大致可

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周期类板块，如稀

土、涉矿、多晶硅等；二是主题投资个股，

如页岩气、高送转等。

对于上述板块领先反弹的原因，分

析人士普遍认为是投资者风险偏好上升

引发的。

东方证券分析师邵宇指出，从EPFR

（

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

） 监测的

数据来看， 近期全球资本已经在逐步进

入新兴市场国家， 尤其是对中国的权益

资本配置从6月份的大幅流出转为大幅

流入，显示风险偏好情绪的好转。

民生证券分析师张琢认为， 四重因

素有望奏响今年市场第三波反弹的前

奏，即“稳增长”细则有望落地，金改深

化惠及股市，产业资本再度活跃，恐慌情

绪宣泄趋于殆尽。 预计未来一个季度内

上证指数有望看到2400~2500点。

看好煤炭水泥

目前， 机构普遍看好前期超跌的周

期股机会。 广发证券策略分析师林鲁东

就指出，目前应适当增配周期股，其中建

议重点关注中游投资品。

中原证券分析师张青认为， 经济见

底预期、流动性持续宽松，监管层开始呵

护市场， 倡导蓝筹理念等一系列因素均

有助于周期股的短期上行， 但经济转型

的大格局决定了强周期行业的投资是阶

段性的。上游资源品行业推荐煤炭，中游

投资品行业推荐水泥。

张青表示，相对于有色股，他更看好煤

炭股。 原因主要是煤炭股在基本面上更有

支撑。历史上，原油价格的上行往往能成为

A股市场煤炭板块走强的重要催化因素。

水泥股方面，张青指出，水泥板块的

基本逻辑在于基建投资作为逆周期调控

的主要手段， 已经启动且增速持续回升。

同时银行信贷明确向地方融资平台开闸，

更加明确了投资兴起尤其是基建投资的

兴起。 由于水泥与投资链条密切相关，投

资兴起必然伴随水泥行业的景气回升。

其次，水泥板块的另一优势在于1季

度水泥板块上市公司的业绩已经大幅下

滑，市场对中报业绩的预期已然很低，故

冲击不大， 这一点明显不同于和水泥行

业下游需求较为类似的工程机械板块。

A股昨缩量微幅调整

暂别近期的持续反弹， 沪深股市昨

日调整。上证综指告别“五连阳”，深证

成指出现1%以上的跌幅。前一交易日涨

幅领先的酿酒造酒， 昨日又出现在跌幅

榜首位。

昨日上证综指以2172.96点小幅低

开，收盘报2168.81点，较前一交易日跌

5.29点，跌幅为0.24%。深证成指跌99.34

点至9238.20点，跌幅为1.06%。

沪深两市近900只交易品种上涨，明

显少于下跌数量，不计算ST股，两市27

只个股涨停。

权重指标股表现不一。 总市值排名

前30位的个股中， 前一交易日表现强势

的贵州茅台、洋河股份分别出现4%和3%

以上的较大跌幅， 包钢稀土跌幅也超过

了3%。沪深两市分别成交609亿元和634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有所萎缩。

受几大龙头股走弱拖累， 前一交易

日涨幅领先的酿酒造酒板块当日又出现

在跌幅榜首位。煤炭业、房地产、贸易服

务、传媒教育等板块跌幅靠前。电力、钢

铁两大板块逆势走强且整体涨幅在1%

以上。

新华社

“转融通”做空机制到来

A股盈利模式面临颠覆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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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看到海外证券市场中那

些靠做空呼风唤雨的故事，

A

股投

资者们或许有些好奇。

A

股市场虽

然也有做空的品种，但由于种种原

因， 至今没有太大的市场参与规

模。对于大多数投资者甚至包括部

分机构投资者来说， 唯有做多，才

是

A

股的盈利之道。

不过， 如今这一切将因转融通

推出而发生改变。 因为转融通的到

来，

A

股市场先前被束缚的融资融券

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可以说，这是

一个真正的做空机制，而

A

股的盈利

模式也将因为转融通被真正颠覆。

道达访谈>>>

政策创造反弹条件

1

新开账户不升反降 无碍反弹持续

2

风险偏好上升 周期股首选煤炭水泥

3

成都商报记者 赵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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