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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量采购扩围 医药股普跌

名家观点

科技股杀跌 调整或近尾声
本报讯 节前市场落袋为安是
主流。A 股总体韧性增强，整体还是
向好趋势。不过，
3000 点附近压力依
旧，
短期仍有反复的可能。
周二是部分医药股率先下跌，而
周三（9 月 25 日）一上来就是普跌。
除了医药股，最大的看点就是科技股
的杀跌，尤其是前天抢筹而又拉升的
标的，在周三也迎来集体的下行。这
种局面，
在近期可是不多见的。
先说说医药，带量采购中标结果
的逐步公布对于行业不是个好消
息。毕竟中标企业股价坚挺，而未中
标企业股价下挫，尤其是仿制药，影
响还是比较大的。短期对于行业来
说是较大的利空，目前医药行业景气
度最高的还在于创新药，所以接下来
板块可能会分化，但是仿制药分化下
有利于行业集中度的提升，而创新药
的需求之下也仍然会导致整体业绩
的提升。不妨趁着短期的利空，积极
进行优质个股的筛选。
看看科技股，近期指数回调过程
中呈现逆势，也显然是市场核心资金
的主要青睐对象。不过，覆巢之下岂
有完卵，科技股短期是补跌的趋势。
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国庆节之后，
市场又将进入三季报的关键时点，这
个时候基本面或将受到市场的关注，
而众所周知的科技股的业绩表现总
体平平，这或许也是短期资金担忧的
地方，也说明国庆节前的操作整体趋

于谨慎。
白酒股拉升：金徽酒一度冲击涨
停，舍得酒业、老白干酒、伊力特、山
西汾酒同步走高。食品加工补涨：来
伊份涨停，天味食品、盐津铺子、三只
松鼠涨幅居前。
数字货币走强：亚联发展三连
板，金冠股份、聚龙股份、奥马电器、
汇鸿集团、华软科技、华媒控股、科达
股份、涨停，飞天诚信、数字认证、广
电运通、众应互联、信息发展等领涨。
银行股护盘：平安银行领涨，西
安银行、杭州银行、浦发银行、青岛银
行等涨幅居前。
午后，锂电池板块异动，天原集
团、金冠股份、永兴材料、天齐锂业涨
停，赣锋锂业、寒锐钴业、华友钴业、
融捷股份、鼎胜新材、石大胜华、长园
集团、雅化集团等领涨。
午后，多只强势股闪崩：空港股

份、金奥博、鹏翎股份、金溢科技、力
盛赛车、天铁股份、易尚展示、华培动
力、茂硕电源等跌停。
巨丰投顾认为，随后宽松兑现，
A 股展开短期调整，金融股走势疲软
制约市场表现，科技股总体仍是市场
主线，但分化及轮动比较明显。周三
科技股杀跌，多只强势股闪崩跌停使
得市场快速降温，银行券商护盘延缓
了大盘跌势，科技股杀跌暗示调整接
近尾声？值得观察。预计大盘将在
国庆节之前窄幅震荡为主，建议关注
绩优股和政策利好驱动的板块轮动
机会。
海通证券指出，市场在主升浪初
期仍可能折返跑，反复盘整。预计
11 月到年底，有望看到基本面企稳
逐步确认，政策面进一步发力，牛市
第二波主升浪将加速向上。
（王全）

·宏观策略·

冷时要积极 暖时别激进
今年很多投资者在大势研判上
把握不理想，就是根据盈利去判断大
势，结果可能错失熊牛转折，节奏可
能也恰恰相反；而我们基于估值弹性
比盈利弹性大的常识，今年主要围绕
贴现率波动而非盈利波动来研判市
场。自我们 8 月提出“宽货币/稳信
用/松 监 管/缓 贸 易 ”四 大 因 素 驱 动
“A 股 Mini 版 Q1”以来，市场经历了
从分歧到共识。当前越来越多投资
者又重新转向非常乐观，和 3 月底的
情景类似。而我们建议“冷的时候要
积极，
暖的时候别激进”。
货币政策大方向仍偏宽松，但阶
段性进入观望期。债券市场近期的
疲弱表明供给冲击导致投资者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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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超：

A 股每年涨幅至少有 7-8%
事实上，经济增速下滑而股市大涨的现象
不止出现在今年的中国，在美国历史上也有类
似的现象。
为何过去 A 股表现不佳，其实并非因为中
国经济和企业盈利不好，而是因为货币严重超
发、地产泡沫太大，把资金都虹吸走了，导致 A
股的市盈率长期下降。
未来：地产泡沫不再，股市价值回归。最
重要的原因在于，去杠杆之后货币超发的现象
终结了。最近两年的 M2 增速在 8%左右，与
8%左右的 GDP 名义增速基本持平。
未来即便假设中国经济增速降至 5-6%的
中速区间，考虑物价涨幅每年还有 2-3%，加总
之后的 GDP 名义增速有望保持在 7-8%左右，
而这也对应着企业的盈利增速。如果中国股
市未来的低市盈率能够保持稳定甚至略有提
升，那么就意味着未来中国 A 股每年的涨幅至
少有 7-8%，再加上 2%左右的股息率，综合的
年化回报率会达到 10%左右，这将远好于过去
10 年的每年下跌 4%。

杨德龙：

A 股黄金十年已经开启
社会资产资金会不断的流入到 A 股市
场，从流入的资金来源来看，一部分是从一些
低风险的资产流出来的资金，比如说银行理
财、信托等产品，这些产品为了追求较高回报
率，可能会回到股票市场；一部分是来自于楼
市的资产；另一部分是一些从传统行业中退
出来的资金，这部分资金也会寻找更好、更确
定性的机会，A 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多数都属
于行业里面较为优秀的公司，特别是 A 股的
白龙马股，即白马股+行业龙头，是改革开放
40 年真正成功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股权价值
将会越来越高，他们也会成为各路资本追逐
的对象，因此 A 股市场的黄金十年已经开启，
并且是以白龙马股为代表的核心资产的黄金
十年。

桂浩明：

胀的担忧上升进而下调货币政策预
期，经济下行压力仍大，尽管“猪通
胀”是伪通胀，但 CPI 上行预期仍将
对货币政策形成阶段性掣肘，央行当
前要务还是致力于疏通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
海外长期流动性改善，但阶段性
存在争议。美联储再次降息 25 个 BP
符合预期，但贸易摩擦和油价波动可
能抬高通胀对货币政策形成制约，且
联储对经济的展望依然相对乐观，点
阵图显示关于是否继续降息联储内
部争议加大。全球流动性上，美联储
停止缩表+欧央行 11 月重启 QE 将带
来三大央行资产增速的向上拐点，但
CME 降息预期概率回落(从 8 月的

80%降至 43%)，鉴于本轮市场预判始
终领先于美联储，大趋势宽松的方向
不变，但阶段性宽松预期的幅度可能
调整。
暖寒之间。配置高低两端：低估
值价值龙头+科技好时光延续。
Mini 版 Q1 行情的四大驱动力大部
分已经先后兑现，经济下行压力依然
较大，后期流动性继续偏宽松但会受
到通胀预期抬头的制约，DDM 三因
素进入“盈利圆弧底+稳增长受限”
的交集期“暖寒之间”。配置思路走
“高”
“ 低”两端：(1)低估值价值龙头
补涨(地产、家电)；(2)高景气“科技好
时光”
延续(半导体、
PCB)。
（广发证券）

科创板交易渐趋理性
科创板在全面引入融券这种做空机制后，
股价的异动少了，行情相对收敛。而没有大起
大落的走势，也使得投资者能够以一种较为平
常的心态来对待科创板，开始着眼于中长期的
布局。
围绕着科创板的推出，有关部门进行了大
量的改革与探索，也确实取得了相应的成就。
在一个曾经投机氛围浓郁的市场中，新开的科
创板能够平稳起步，在不长的时间内理性的交
易行为逐渐占据上风，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
绩。当然，科创板要真正成熟起来，还需要接
受更长时间的考验。但既然已经是迈出了成
功的一步，以后的路就会变得好走起来，科创
板真正具备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这一天，也就不
会很远了。

任泽平：
多空看盘（9 月 25 日）

加大改革力度 疏通利率渠道
北向资金近一个月走势

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
转型，信贷传导渠道效率日益下降，因此利率
渠道的疏通显得至关重要。为了让实体经济
尤其民营和中小企业受惠于降息降准，未来应
该继续加大改革力度，疏通货币政策利率渠
道。一是尽快培育一套能够准确反映政策意
图的基准利率体系，完善利率走廊机制，降低
市场利率波动。二是逐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
化，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次序
安排逐步放开。三是通过阶段性降准的方式
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四是进一步发展债
券市场，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强化政策利率
在债券市场上的传导效率。五是加大财税体
制改革力度，尽快打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
门的预算软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