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束了上周连跌的
势头，12日大盘缩量上
涨，沪深两市个股全线
飘红。“中小创”强势上
涨逾 3％，表现好于大
盘股。

当日，上证综指以
3128.37 点开盘，全天
小幅震荡走高，最终收
报 3154.13 点，较前一
交易日涨 24.28 点，涨
幅为0.78％。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10291.88点，涨290.65
点，涨幅为2.91％。

“中小创”涨幅较大。
创业板指数收报1648.07
点，涨幅为 3.49％。中
小板指数涨 3.44％，收
盘报7029.77点。

沪深两市个股全线
飘红，上涨品种达3053
只 ，下 跌 品 种 仅 171
只。不计算ST股和未
股改股，两市约80只个
股涨停。

从板块概念来看，
重磅新药、芯片概念、机
器视觉涨幅居前，涨幅
均逾4％；天津国资、银
行、能源加工跌幅居前，
前两板块跌幅逾1％。

沪深两市成交量大
幅缩减，分别成交1710
亿元和1786亿元，总量
约3500亿元，比上周五
大减29%。

沪深两市全线上涨 调整行情结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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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的机会又来了！今天就去操作国债逆回购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也

尽管 1 月底以来 A 股市场整体表现较
为震荡，但机构投资者却在此期间逐渐加
大了对A股市场的关注，与此同时，机构席
位的操作思路也有所调整，已将买入的目
标从前期的热点股转向了在反弹过程中尚
未被市场充分挖掘的中小市值滞涨股。

机构席位密集买入中小创个股

虽然大盘自1月底以来表现不佳，但机构
投资者却在此期间加大了买入A股股票的力
度。据沪深交易所个股交易龙虎榜信息显
示，1月30日~2月 12日期间，机构席位在二
级市场上完成了70.59亿元的交易，其中买入
资金约30.91亿元，卖出资金39.68亿元。虽
然净卖出金额约8.77亿元，但在行情向好的1
月2日~1月29日，机构席位却在二级市场上
净卖出了约108.23亿元的A股股票。

从机构席位交易动向看，1月30日以来的
买入操作主要集中在中小市值个股领域。统计
数据显示，1月30日以来在二级市场上获得机
构席位净买入的个股总计39只，其中27只属于
创业板或中小板品种；在机构席位净买入金额
超过1000万元的25只个股中，创业板或中小
板个股占了13只。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大量前
期领涨的蓝筹股遭到机构席位的集中减持。

投资者可参考机构布局思路

就在机构资金将布局重心转向中小市

值题材股之际，创业板以及中小板市场也
逐渐摆脱了此前的颓势，创业板指数和中
小板指数表现均好于 A 股市场的整体涨
幅。

长城证券投资顾问龚科表示，近期机构
席位买入个股大多属于中小市值，表明主
力资金短期内的布局思路正转向“抓小放
大”，考虑到前期获利资金兑现收益意愿的
上升以及中小市值个股估值趋于合理，市
场短期机会预计将更多集中于前期表现平
平的题材性中小市值个股领域。而机构投
资者关注重心的改变也给普通股民近期的
操作提供了参考。通常而言，符合“在此前
3 个月内未有机构调研记录但在近期发布
机构调研消息、在最近 1个月内得到不同类
型的机构投资者密集调研、获得同一机构
投资者反复调研”这三条标准的中小市值
个股最有可能成为后市机构投资者布局增
持的对象。

华龙证券投资顾问牛阳也认为，当前中
小市值个股对主力资金的吸引力主要体现
在补涨潜力、利好题材方面，从近期市场热
点演变趋势看，具备资产重组、业绩预喜、
高比例现金分红以及超跌反弹题材的中小
市值个股表现较好，投资者可以从以上四
条择股思路出发并结合上市公司的调研公
告和券商的研报综合考量，如果被调研的
相关中小市值个股符合在近期获得多家券
商的正面评估、交易量稳步放大、在二级市
场中持续出现机构席位买入记录且三季报
披露的机构持股比例偏低等条件，那么投
资者可以适度加以布局。

发改委新政刺激
创业板领涨全场

周一 A 股市场普涨氛围相当强烈。上周
末，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宏观经济运
行发布会上表示，在经济增长方面，新动能日渐
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未来一要加快推动
新兴产业发展；二要加快推动创新创业上水平；
三要加快推进形成有利于“四新经济”发展的政
策环境；四要加快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这一表态让前期萎靡的创业板迅速清醒过
来，以单边暴涨的方式收出了半年来单日最大
涨幅纪录。板块方面，锂电池、国产软件、触摸
屏板块暴涨逾 4%；半导体、卫星导航、芯片等
40多个板块涨幅大于3%。本轮下跌行情表现
最惨烈的次新股为首的高送转股掀起涨停潮，
为全日最强势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改
委提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板
块，涨幅均微微跑赢了创业板两大指数，说明管
理层在防范股市大落的同时，也注意控制股市
上涨的节奏，以求资本市场健康长远发展。

短期震荡整理 备战春季攻势

仅仅一个周末，A股市场就出现了大半年
未见的普涨行情，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幸福来
得好突然。那么，创业板领衔各大指数创出许
久未见的涨幅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此，申万宏源重庆分公司首席投顾何武、
海通证券上清寺营业部高级投顾张亮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最近几个交易日盘面和技术面
有一些积极变化：一是市场连续4天出现题材
易涨难跌局面，比之前很长时间易跌难涨盘面
大有改观；二是在之前调整的两周，深市成交一
直低于沪市，但周一深市实现了涨幅和成交“双
超”沪市，说明战略重心转向了中小创为首的新
兴产业；三是两市量能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普涨，
言下之意就是调整基本结束；四是沪指上周五
轻易失守500天线和3140点心理位后，周一连
续收复了这两大关卡，在弱势行情下不曾有
过。这些积极因素表明，3587点以来的调整行
情基本结束。但是，调整结束并不等同于马上
开涨，无论沪指还是创业板，还需要几天时间来
消化暴跌带来的压力。所以，春节前后市场将
以震荡整理为主，3月份开启主升浪的可能性更
大。投资者在最近的操作中，要注意避免追涨
杀跌，可继续关注发改委提及的新经济板块。

每逢元旦、春节、国庆等长假，国债逆回购
总会出现一波收益高峰。今年春节假期即将
到来，国债逆回购收益率如何？怎样操作才能
获得最大收益？一起来看一下吧。

今天是最佳操作时间点

每到节前，国债逆回购收益率都会骤升。
2月12日，国债逆回购的收益率已经有了较大
涨幅。其中，沪市1天期、2天期、3天期、4天
期的收益率盘中涨幅均超过30%。截至收盘，
深市3天期国债逆回购的收益率为4.2%，较上
一个交易日上涨100%。

不过，根据往年的经验来看，春节假期前2
天，才是国债逆回购收益率最高的时期。以沪
市1天期的国债逆回购为例，过去三年里，春节
前3天利率变化还不是太大，但一个交易日后，

便骤然升高。因此，今年2月13日（周二）应是
最佳操作时间。

收益情况如何？

如果2月13日操作，收益率大概会是多少
呢？

据统计，过去五年里，春节假期前2天，沪市
1天期的国债逆回购最高收益率均达到15%以
上，2013年更是飙升至35%。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国债逆回购的收益率与资金紧张程度有关。
今年1月以来，央行通过定向降准、货币发放、
MLF、CRA等创新流动性工具，释放了约5、6万
亿的流动性资金，春节前资金压力不算太大。因
此，投资者在操作时，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买几天期的最划算？

春节假期前，不但收益率飙升，计息的时

间也比较长。
自 2017 年 5月 22 日新规实施以来，国债

逆回购的计息时间为实际占用资金时间。根
据近期计息时间，2月13日，操作1天期，便能
算8天利息。而2天期、3天期、4天期、7天期
的实际计息时间均为9天，资金到账时间也相
同。因此，在操作时，只需看哪一种收益率最
大便操作哪一种即可。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根据新规，国债逆回
购实行T+0清算，T+1交收制度。如果在2月
14日（周三）参与逆回购，无论是几天期的，春
节后的第一天才是首次交收日，计息天数仅含
周五一天，造成整个春节假期没有利息。所以
建议不要在2月14日参与。

是否存在风险？

据了解，国债逆回购实际上是一种抵押借
款，抵押品是最安全、风险最低的金融产品

——国债。其次，中国结算公司作为第三方，
如果借款方不能按时还款，结算公司会先行垫
付。因此，国债逆回购的风险极低。

并且，无论几天期的国债逆回购，在交易
成交的那一刻，收益率已锁定，此后的收益率
如何变动，均与投资者没有关系。因此，对投
资者而言，几乎不存在风险，只有收益率高低
的差别。

■操作指南

申购国债逆回购，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呢？
1.国债逆回购一般通过股票账户申购，因

此，投资者需要先开通一个证券账户。
2.沪市国债逆回购的资金门槛为 10 万元，

深市较低，仅为1000 元。
3.投资者通过交易软件，输入一款逆回购

代码，点击“卖出”即可成功申购。注意：因为
是向市场出借资金，所以委托方向要选“卖出”
而不是“买入”。

2 月 9 日晚间，证监会发布了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的 IPO 预
披露材料，这个以“全球最大代工厂”
著称的企业，如今正式向 A 股发起冲

刺。事实上，富士康相关概念股已有明显
异动。

相关概念股表现强势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富士康目前A股相
关概念股有17只。

而在2月12日，除了新亚制程、金龙机电
停牌外，其余个股均获不同程度上涨。

其中，富士康间接参股的安彩高科股价
一字涨停，报5.78元/股，换手仅0.22%，当天
成交量仅1.55万手。据了解，安彩高科的第二

大股东为富
鼎电子，持有
1.47亿股，持
股 比 例 为
17.04%，而富
鼎电子的控
股股东为易
伟 投 资 ，其
实控人为鸿
海 精 密 ，而
富士康，正是
鸿海精密的
子公司。

同时，作

为富士康供应商的相关公司股价也获得大
涨。比如昊志机电（300503），昨日股价在开
盘后一分钟直接涨停，截至收盘涨停板也未
能打开，其股价报11.66元/股，成交量仅1.34
万手。而东阳光科、胜宏科技等也纷纷大涨
超过7%。

有望半年后上发审会

值得注意的是，从时间表来看，富士康
IPO堪称“闪电速度”。

2017 年 12 月 13 日，鸿海精密发布公告
称，董事会通过子公司富士康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申请在上交
所上市提案。而在 1 月 31 日，鸿海精密就
宣布其股东大会已经批准了子公司富士康
股份上市的方案。而在第二天（2月 1日），
其报送富士康股份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
书（申报稿）。2月 9日，证监会预披露富士
康股份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并在同日反
馈意见挂网。

业内人士认为，富士康或将成为中国台
湾上市公司分拆资产A股上市首例，按照目
前证券会发审节奏，富士康有望在 6个月内
上发审会。

而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科技
制造服务商，在 A 股上市公司中具有稀缺
性。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国内科技类最大公
司海康威视市值3591.87亿元，而360在借壳
后市值预估约3400亿元，如果富士康上市成
功，很可能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科技股龙头，
市值或超50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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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席位调整布局思路 中小市值绩优股成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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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加快入A步伐 相关概念股纷纷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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