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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券商地产领涨 创业板创四个月新高

名家观点

中阳突破 局部牛市向纵深推进
本 报 讯 美 股 9 月 迎 来“ 开 门
黑”！A 股却演绎中阳突破上攻，再
次表现出极强韧性。
周三(9 月 4 日)，A 股三大股指延
续上攻态势，收盘集体上扬，日 K 线
都是三连阳，深成指与创业板指再创
逾四个月新高。两市合计成交超过
5800 亿元，银行、券商、地产板块领
涨。北向资金净流入逾 50 亿元。
9 月 2 日，美国金融市场因劳工
节休市一天；9 月 3 日，美股迎来本月
的第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全线低开
且收跌。隔夜美股大跌，道指跌近
300 点，黄金白银大涨！美国重磅指
标再亮红灯，周三 A 股能否演绎“稳
住”
行情，
为市场所关注。
盘面上，半导体板块冲高：依顿
电子、南大光电、华正新材、博敏电
子、天津普林、广东骏亚、金安国纪、
浩云科技、长电科技等涨停。
电力板块午后走强，岷江水电、
科陆电子涨停，美格智能、智光电气、
置信电气、国电南自、国电南瑞涨幅
居前。
房地产板块午后拉升：万业企
业、荣安地产、南山控股、沙河股份涨
停，香江控股、深物业 A、天房发展、
滨江集团、中南建设、嘉凯城、阳光

李志林：

抗跌有韧性

城、金地集团、万科 A 等大涨。
房地产板块突然大涨带动指数
上行。而地产股的上行主要受到港
股地产股大涨的传导，但这种突发的
刺激能否持续，
也有待观望。
巨 丰 投 顾 认 为 ，大 盘 在 28003000 点箱体震荡，近期市场情绪回
暖进入强势区间。周三早盘金融走
强，半导体、集成电路板块继续冲高，
猪肉、白酒、军工等强势股回调，市场
分歧加大；午后科技股一度带动大盘
跳水，14 点后香港恒生指数大涨 3%
刺激 A 股再度拉升。总体看，市场底
部确立，流动性仍是制约行情上涨的
最主要因素，建议关注绩优超跌股和

政策利好驱动的投资机会，切莫轻易
追高涨幅过大的强势股。
湘财证券认为，周三不得不说的
一个亮点是金融股集体发力，银行、
券商均全面红盘，并各有一只个股涨
停，这对于市场人气的激活非常重
要。
虽然科技股有小幅震荡，但科技
股行情依然属良性，有了质地优良的
科技股持续上涨打开上涨空间和想
象力，后期会有更多的科技股将前仆
后继的走上中期上涨之路，这是资本
市场对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最好的体
现。局部性牛市已在向纵深推进。
（王全）

·宏观策略·

改革开放再竟发 科创转型勇者胜
2019 年 8 月开始推出的利率并
轨，实现贷款利率对货币政策的有效
传导。除了利率并轨之外，叠加减税
降费等方式，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
振制造业和消费需求，促进经济企稳
回升。因此，我们认为 2019 年 4 季度
到 2020 年 1 季度，是观察经济企稳的
重要时间点，
值得投资者高度关注。
虽然在当前中国经济仍然处于
下降过程中，2019 年下半年价格和
利率水平将继续下降，这实际上进入
了经济回落的后半段。利率的下降
将进一步标志着进入下行的后半
段。在下行至后的底部区域，改革开
放将重新寻找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从宏观的层面上来看，投资需求
下行继续推进实体经济的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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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确定性最强的宏观演变趋势。
因此从大类资产的角度来看，第一，
利率债和高等级信用债的利率在货
币政策的引导下下行，然后是信用债
利率逐步下降。第二，在产出水平和
价格水平逐步下降，利率水平下降的
过程中，股票市场也是处于低位波动
的，这种回调实际是牛市进程的中
断，在利率下降、企业成本下降和盈
利改善之后，投资活动回升，市场会
重新上行。第三，在这种环境中，本
币存在着贬值压力，商品将逐步进入
熊市。海外经济逐步走向衰退，降息
周期开启过程中，黄金也进入战略配
置期。大类资产的顺序是：黄金>债
券>股票>本币>商品。
从股票市场来看，从 2019 年 5 月

开始下跌，现阶段回到了 2900 点左
右。但经济的基本面是决定市场长
期运动的方向。我们预期经济逐步
触底的过程中，A 股实际上是处于一
个长期牛市的起点。从行业配置的
角度来看，首先，利率下降，经济转
型，长久期的成长股估值水平提升更
快，叠加盈利预期的改善，我们长期
看好。其次，消费也成为内生增长的
主要需求，这也是值得长期坚守的方
向。第三，中国经济转向直接融资，
资本市场改革对券商也长期利好。
第四，利率下降之后，高股息板块的
配置价值对固定收益类的投资者也
具备新引力。因此，投资者加配黄
金、科技、消费、券商和高股息品种，
规避周期品种。
（中信建投）

近来，A 股显示了很强的抗跌韧性，走出
了难得的独立行情。但美股上涨或大涨时，A
股却不涨反跌。A 股为何下跌有韧性而上涨
无弹性？
这是由于科创板股权结构不合理，因盘小
而恶炒，这就导致了不良后果：市场几百亿资金
为网下大量配售到新股的 C 类投资者做了奉
献，使他们无风险赚得眉开眼笑，市场资金却严
重流失；活跃的 50 万资金以上的大户和社会游
资，热衷于科创板盘面搏杀或量化交易，一大批
活跃资金被套，日日走低也影响了主板的走高；
游资和大户都转战到科创板，主板和中小创个
股的活跃度大大降低。
应该说，越来越多的中长线投资者包括机
构，热衷于在在每天的震荡中高抛低吸博取差
价，个股上涨总是“一日游”，这样的大盘怎能涨
得上去？

贺宛男：

十年创业板诞生不出伟大公司
从 2009 年 10 月 28 日首批创业板 28 股上市，
至今已经快满十年了。
可是，十年创业板，迄今没有培养出一家堪
称“伟大”的企业。不仅如此，近年来，创业板的
业绩越来越令人堪忧。
据统计，十年创业板中盈利始终保持增长
的仅爱尔眼科和机器人两家企业。回过头来再
看看爱尔眼科。上市十年来，好像就只在 2018
年初定增一次募资约 17 亿元，当时定增价为
27.6 元，而且实控人参与募资 20%，如今股价早
已翻了 1 倍多了。
伟大的腾讯公司，不也只在 2004 年 IPO 时
募集 17 亿港元，之后再也没有动过“圈钱”的念
头吗？
结论是，必须创造条件让实业家的日子好
过资本玩家，
这才是培养伟大公司的土壤。

姜超：

货币政策不是直接降息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首套房贷款利率不
得低于相应期限 LPR，二套房贷利率不得低于
相应期限 LPR+60 基点，换算成贷款基准利率意
味着首套房贷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而二套
房贷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上浮 10%，这意味着
房贷利率未降。而作为 LPR 报价关联的 1 年期
MLF 利率，上周保持在 3.3%的水平。由此可见，
本轮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并非直接降息降低基
准利率，而是通过改革的方式降低实体经济的
融资成本，
同时不刺激房地产。

广告
多空看盘（9 月 4 日）

北向资金近一个月走势

中银金牛基金经理出新基
中银招利债基发行
中银基金旗下新一只二级债基金——中
银招利债券基金将于 9 月 2 日启动发行，拟任
基金经理陈玮近年来已揽获包括金牛奖在内
的 12 项权威大奖。
中银招利拟任基金经理陈玮拥有二级债
基金管理的丰富经验。其执掌的另一只基金
——中银稳健添利（A）四年来在金牛奖、金
基金奖、明星基金奖、济安金信群星汇等多个
权威评选中揽获 10 项大奖，并且包揽了晨星
三年五星、海通五星和济安金信五星评级。
（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