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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调查：近六成网友选择持股过节
每逢佳节，必发问：这个假期，聪明的您，选择
持股，还是持币过节呢？
这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难题，但也实实在
在摆在众多犹豫不定的股友们面前。27 日过后，
本周剩下 2 个交易日，给众人考虑的时间已经所剩
无几。
长假漫漫，无心股市？这也印证了 9 月 26 日
的行情，市场继续低迷，周期股的逆势上涨，也没
能挽回 A 股义无反顾“向下的心”，好在贵州茅台、
两桶油再度发力，中国联通、中国平安等中字头股
奋力护盘，才勉强翻红。
在 悲 观 情 绪 升 温 的 背 景 下 ，回 看 9 月 27 日
股市，煤炭、钢铁等资源股再度崛起，通信设备、
锂电池等热门题材股飙涨，行情在犹豫中继续
前行。
这一行情表现，似乎又让人看不懂了，难道
股市行情又起风？分析人士指出，由于迟迟不
见增量资金入场的信号，市场信心趋弱，大盘出
现回调。但当前需求侧依然较为平稳，回调更
多只是短期风险偏好的扰动，从而引起资产价
格的波动。但基本面向好的趋势未改，又何惧
扰动。
节前是选择持股还是持币？有媒体进行了本
周股市网络调查，了解众多网友对此的看法。
截至 9 月 27 日上午（下同），调查结果显示，有
56.8%的网友选择持股过节；有 30.7%的网友青睐
持币过节；还有 12.5%的网友表示自己暂仍需考
虑，视情况而定。
节后大盘走势如何？调查显示，有 50.2%的网
友对股市比较有信心，认为节后大盘会上涨；有
28.6%的网友对节后大盘走势不乐观，认为有下跌
可能；还有 21.2%的网友认为节后大盘走势维持震
荡。
关于节后更加看好哪个板块的问题，网友们
看法不一。调查显示，有 18.5%的网友看好大金融
股；有 18%的网友看好周期股；有 17.5%的网友对
白马消费股青睐有加；还有 13.8%的网友支持雄安
个股；32.2%的网友心中另有所爱。
综合以上的调查结果，我们不难发现，第一、
多数网友对于节后股市行情，维持乐观态度；第
二、投资者期待有其他热点题材崛起。
近 6 成的网友选择持股过节；有 5 成的网友对

股市比较有信心，认为节后大盘会上涨；但是网友
对于前期有过大涨表现的金融、周期等板块信心
不足，期待有其他板块领涨。
事实上，除了网友对持股过节或持币过节，争
议颇多之外，机构对于目前行情的看法也各有不
同。
有业内人士表示，短期市场风险仍需释放，建
议投资者保持谨慎，可在市场盘整中适当调整仓
位配置，以半仓为基础，减持高涨幅品种的同时，
关注优质白马蓝筹、改革类主题逢低介入的机会，
以及尚处于底部个股的短线补涨机会。
宁波海顺却指出，按照以往十年的数据来看，
十一节前的最后一周往往会成为一些资金介入的
时间点，然后在节后一周有九成市场上涨的概率。
北京股商表示，市场无需过度悲观，更无需跟
风卖股持币过节，哪怕是想持币过节也要等到明
后两日盘中出现高抛机会。
招商证券指出，2009-2016 年数据显示，A 股
国庆节效应显著，节后大概率上涨。国庆节前一
周上证指数涨跌互现，其中 5 年下跌，3 年上涨，下
跌概率更高；而国庆节后一周上证指数均上涨，涨
幅均值 4.59%。
同时，月度数据显示 10 月上证指数的表现总
体更好，平均涨幅 4.83%显著超过 9 月的 0.18%。
预计国庆节后市场成交也将恢复活跃。
对于网友在节后，并不看好前期有良好表现
的金融、周期等板块，而将眼光看向其他板块也可
以理解。
事实上，自从沪指站上 3300 点以来，尽管屡
次上攻 3400 点未果，但是市场持续温和反弹，题
材股遍地开花，尤其是资源周期、成长主题轮番
补涨之后，短期结构性牛市轮动机会已较为充分
挖掘。
国都证券指出，当前市场缺乏可持续的明确
领涨主线，且近期轮番活跃的科技、事件主题板块
降温，市场赚钱效应下降，大小盘指数均转为窄幅
盘整。
在当前时点，申万宏源认为，随着周边热点事
件及军民融合政策的催化，
“改革+成长”逻辑不断
深化，军工仍会保持持续向上机会，尤其是一些逻
辑确定、业绩兑现能力较强的个股。
（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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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依法合规经营
安全可靠 值得您的信赖

●更大 国内金融集团龙头 沪港两地上市 客户规模领先
●更强 研究实力第一 新财富 NO.1 投研团队 原创资讯每日深度剖析
●更全 投融 理财全品类交易 融资融券 2500 亿上限 沪港通 深港通
OTC 产品等
●更惠 佣金低至万三起（限指定营业部）
●更快 交易通道 买卖极速
●更好 300 家网点遍布全国 7×24 小时线上服务
地址：
海口市龙昆北路 15 号中航大厦三、
十楼

电话：
66736318 66707886

客服电话：
95553

工行蝉联“全球新兴市场最佳银行”
近 日 ，美 国《环 球 金 融》杂 志
（Global Finance）正式揭晓 2017 年“全
球最佳银行”
评选结果。榜单显示，
中
国工商银行凭借良好的业绩表现以及
对新兴市场金融的贡献，
再次获评年度
“全球新兴市场最佳银行”
，
成为首家蝉
联这一全球奖项的中资商业银行。
同时，
本次评选中工商银行还首次
获评“亚太区最佳银行”、第 11 次获评
“中国最佳银行”
，
并在亚太区电子银行
奖项评选中蝉联
“中国最佳企业电子银
行”
和
“中国最佳个人电子银行”
。

据了解，
《环球金融》杂志创刊于
1987 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读者遍
布 191 个国家和地区。1993 年以来，
《环球金融》杂志每年在全球八大区
域、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范围内开展
全球、洲际和国家三个层面的最佳银
行 评 选 ，已 连 续 开 展 二 十 四 年 。 自
2009 年起，该杂志在全球奖项中设立
“全球新兴市场最佳银行”，每年在全
球新兴市场推选一家银行获奖，以表
彰该机构在新兴市场良好的业绩表
现及其对于新兴市场金融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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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节前是选择持股还是持币？
持股：56.8%
持币：30.7%
犹豫：12.5%

Q：节后大盘走势如何？
有信心：50.2%
不乐观：28.6%
维持震荡：21.2%

Q：节后加看好哪个板块？
金融股：18.5%
白马消费：17.5%
雄安概念：13.8%
其他：32.2%

申万宏源证券

海口龙昆南路营业部

各位大赢家，
今天您签约了吗？
日常炒股，
把握资讯就是把握投资先机，
炒股不会分析财经信息如同
“睁眼瞎”
，
因此对
股市财经信息的精准分析成为专业投资人士的必要条件。
申万宏源证券特别推出大赢家签约服务：
除了具备提供股市财经信息的专业分析服务
外，
专业投顾人员利用公司标准化服务系统对行情和股票做细化分析，
判断股市行情指导客
户，
以最人性化微信推送向客户服务。
从现在开始，
关注申万宏源官方微信，
免费享受大赢家签约服务，
一次签约终身免费！

地址：
海口市龙昆南路 1 号华新商业大厦 咨询电话：
66763940 66732462
手机证券：m.sywg.com
网址：www.sywg.com
委托电话：66568999

建行
“快贷”“快”人一步
国内金融系统首个全流程线上自助个
人贷款产品——建行
“快贷”
自 2014 年推出
以来，已得到了客户、市场和同业的一致认
可。截至2016年末，
快贷产品已经累计服务
客户超过 200 万户，
贷款投放超过 700 亿元，
获得了市场和广大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仅
2017年春节除夕当天，
“快贷”
新增客户就超
过 20 万户，有效满足了居民大众春节假期
消费旺盛和短期资金使用量大的需求。
据了解，建行“快贷”基于互联网技术
创新，足不出户，可在建行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智慧柜员机自助办理，
“秒申、秒审、

秒签”3 步即完成所有流程，实现了“贷款
闪电搞定”，又基于大数据信息模型的科学
化筛选，解决了客户评价难的问题。建行
以优惠的利率满足低至千元的贷款需求，
实实在在帮助更多客户满足消费需求、提
升生活质量。
建行“快贷”也为小微企业主融资开辟
了新领域，方便、快捷地获得低成本融资成
为现实。贷款用途覆盖居民各类消费用途
以及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周转等，客户可
在网上订单支付或在商户 POS 刷卡时使
用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