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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不必担忧市场深幅调整

记者：2 月以来，利好云集促成了一波最
近一年来少见的升势，但从昨晚开始，利空
因素又在发酵。第一个利空是发改委提前
制定企业债防风险方案，第二个利空是昨晚
突然有 14 家上市公司发布了计划清仓式减
持的公告，第三个利空是科创板问卷调查已
经展开。那么，您认为这些利空会导致春季
行情就此终结吗？

华龙证券永川营业部总经理牛阳：这波
行情上涨的内在逻辑是股价超跌与基本面
预期明朗。去年股市跌了整整1年，根本原
因在于上市公司基本面预期下滑。随着今
年1月底商誉爆雷引发的业绩大幅预亏明朗
化，至少短期来讲不会有比这更差的消息
了。并且，一些年报大幅预亏的上市公司，
一季报又大幅预增，这就提升了风险偏好，
给市场带来了信心。所以短期而言，春季攻
势不会一帆风顺但肯定不可能就此结束。
至于中期来讲，可能让市场承压的就是科创
板和部分上市公司重要股东清仓式减持了，
这两个利空会使得资金面趋于紧张，但那是
几个星期以后的事了。当下投资者可尽情
享受春天的阳光，暂时没有担忧深幅调整的
必要。

沪指跌破2700点就可杀回马枪

记者：我们注意到上证指数已连续 6 天
收出了阳线，RSI 指标达到了一年来的峰值；
深圳市场的六大指数也连续 5 天收涨，在过
去一年时间也是比较罕见的。不过，从昨天
盘中的表现看，一共出现了 4 次跳水，结果是
主要指数要么收出十字星，要么收出螺旋形
态。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申万宏源重庆分公司首席投顾何武：就超
短线角度讲，我们只需要注意三点就行了——
第一是“领先指标”上证50前天在250天线与
500天线之间的夹缝中收出了“孕线”，但“权威
指标”上证指数昨天的最高点却比周三要高，综
合指数先于成分指数刷新短期高点后，理论上
存在休整的要求，昨天尾盘的回落就是这一压
力的体现。第二是上证指数在突破2703点后，
理论上应该回踩夯实成果，如果能跌到最近12
年的中轴线2683点就更好不过了。第三是深
证成指昨天最高点基本上就是2008年10月28
日5577点与2014年3月21日6959点“两点连
线”位置，一次性冲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所
以，沪市6连阳深市5连涨，RSI指标创1年高
点，都不意味着风险加大反弹将了。对于短线
获利兑现的投资者来讲，上证指数跌破2700点
时，大家就可以杀回马枪了。

白马是否抢戏关键要看资金面

记者：从昨天的市场盘面来看，相比前
几天当然是降温了，但还是有些热点可圈
可 点 。 如 OLED，昨 天 又 是 15 家 股 票 涨
停。再如酿酒板块继续飘香，像白酒中的
五粮液最近 22 个交易日只有 2 天收盘价低
于 5 天线，水井坊昨天逼近涨停，啤酒中的
重啤大涨 3.79%。这种现象，是否预示了市
场热点将从超跌新经济题材又转向白马股
呢？

深圳财富汇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赖艺蕾：这波反弹行情从时间上看属于典型
的“蓝筹搭台题材唱戏”，即一月份蓝筹搭
台，二月份以来题材唱戏。从昨天的盘面
看，京东方、中国联通、TCL等几只白马股加
起来的量能占据了深圳市场10%以上的成
交量，但结果却是上证指数收跌，而深圳的
几个指数全线收涨。这表明题材股的主角
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只不过白马股时不
时地有所表现，源于自身业绩的吸引力，像
白酒和啤酒，前者是当前的季节性因素推升
股价，而啤酒则是未来的季节性因素推高股
价。但白马股会不会在日后抢夺题材的话
语权，我们认为主要看资金面能否像现在这
样继续保持宽裕了。

稳妥把握创业板小于5元低价股

记者：我们从多方面了解到，多数投资
者 2 月份以来收益在 10%以上，有的投资者
甚至获利了百分之二三十。当然，也有的股
民因春节前止损出局踏空了这一波行情而
捶胸顿足。那么从中小投资者特别是散户
角度，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他们吃“后悔药”
呢？

南京证券较场口营业部高级投顾姜文
礡：就表面看，这波行情是长期超跌与科创
板预期下的创业板估值修复行情。但从本
质上说这波反弹是很多低价股的“保壳行
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科创板分娩后
资金面肯定会承压，那么，许多股票因得不
到资金的关注而使得股价重心不断下移；按
照当前的新规，连续20个交易日股价低于1
元就会被强制退市，偏偏去年和今年很多业
绩地雷股遭遇了崩溃式杀跌，从中价股乃至
高价股跌成了一两元的白菜股。所以，在熊
市没有结束的背景下，为了尽最大可能稳住
公司基本面和股价避免触碰到退市红线的
问题，大幅炒作低价股既可以起到增加非经
损益，又可以促使股价远离退市警戒线的作
用。所以对投资者来讲，可重点挖掘基本面
不存在退市风险的创业板小于5元低价股。

2月14日晚，上交所下发了关于*ST新
亿停复牌事项的监管问询函。

作为A股目前最著名的停牌“钉子户”，
*ST新亿连续停牌时间已超3年，达到777个
交易日。如今，交易所出手，*ST新亿复牌有
望了吗？

交易所下发的问询函显示，2019年1月
31日，*ST新亿主动向上交所提出股票复牌
申请。但经交易所核实，*ST新亿目前仍涉
及重大违规事项的立案调查、破产重整的再
审审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振、公司治理
不健全以及资金往来情况不明等重大不确
定性事项。该等事项对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影响重大，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停
牌事由仍未消除。其中，对公司破产重整的
再审审查属重大无先例事项。上交所要求
*ST新亿在消除相关事项重大不确定性，明
确投资者预期后，再行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因破产重整，*ST新亿自2015年12月7
日起停牌。2016年 4月 29日，上交所曾向
*ST新亿发出过监管工作函，指出了公司存
在的问题：一是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被
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存在被认定为重大信
息披露违法导致暂停上市的风险；二是最高
人民法院将股民的投诉材料转交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其立案对*ST新

亿破产重整一案进行核实和查明，相关核查
结论尚未形成；三是公司当期无主营业务收
入，公司大股东或其关联方向公司注入资产
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
具有不确定性。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第12.1条、第12.10条等有关规定，上交所
对*ST新亿公司股票暂不复牌。

然而，又是两年多过去了，*ST新亿不
仅没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又增加了公司治理
不稳定、资金往来不明等其他重大事项。

公司治理方面，前期，*ST新亿公司董
事会选举中存在控股股东万源汇金和部分
重整投资人争夺董事席位的情况。部分重
整投资人提名并选任了3名董事，公司控股
股东提名并选任了2名董事，公司控制权不
稳定。同时，公司长期未聘任专职董事会秘
书达3年，信息披露业务严重不规范。

而资金往来方面，*ST新亿长期向相关贸
易公司支付大额预付款项，相关业务未能履
行，资金被交易对方占用。根据公司公告，公
司预付资金无法追回用资产抵偿的金额约5.5
亿元，在其他应收款挂账的金额约3.21亿元。

因此，*ST 新亿的复牌申请并没有通
过，复牌仍然遥遥无期。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A股还有 5
家停牌“钉子户”，停牌时间超过了100个交
易日，分别是*ST 新亿、深深房 A、信威集
团、金亚科技和*ST百特。

春节过后，东方通信持续给投资者发
“红包”，自今年2月11日至2月14日，收获
4个涨停板。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与去年10
月见低的 3.7 元/股相比，短短不到4个月，
东方通信股价涨幅近4倍，这走势感觉人生
已到达了高潮！那么，东方通信缘何那么牛
呢？

2月 14日，东方通信高开低走，随后多
空明显展开激战，14：12，超1.2亿元买单将
东方通信封死涨停。截至当日收盘，该股报
18.3元/股，大涨9.98%，全天成交总额高达
21.8 亿元，创近期新高，同时换手率高达
32%，最新总市值为229.8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东方通信连续斩获
的第4个涨停板。今年春节之后，即自2019
年 2月 11日至 2月 14日，东方通信股价开
始迅猛上涨，股价从12.9 元/股一路上涨至
18.3元/股，区间涨幅高达41.86%。

而如果时间往前追溯一点可以发现，自
去年10月 19日见底3.7元/股之后，东方通
信便开启了股价反弹之旅，尤其是自去年
11月下旬以来，股价更是直线拉升。该股
股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涨幅近4倍。

那么，东方通信为何走势如此牛呢？
事实上，根据同花顺盘后龙虎榜数据来

看，过去近3个月，东方通信共计14次登上

龙虎榜，而买卖席位上不乏实力游资席位，
这意味着，东方通信暴涨背后主要源于各路
游资的合力拉抬。

如2月13日盘后的龙虎榜信息显示，东
方通信买入金额前5名全部是营业部游资
席位，前5名的买入规模总计3.63亿元，占
当日总成交金额的7.49%。

东方通信之所以受到游资的大力追捧，
主要是“蹭”上了5G市场热点。事实上，东
方通信与5G关联却不大。

不得不提的是，今年春节之后，A股不
仅迎来“开门红”，随后更是持续发力，并成
功站上2700点，而5G概念则成为最热门的
板块之一。板块概念股中，除东方通信外，
邦讯技术、东信和平、初灵信息、佳力图、贝
通信、实达集团、春兴精工等个股今年以来
均获得了不错的涨幅，均跑赢同期大盘指
数。

同时，多家机构纷纷表示，2019年是5G
元年，5G将是通信行业贯穿全年的主题投
资机会。那么，对于5G热点，投资者又该如
何参与呢？

万联证券表示，5G 建设正式开启，持
续看好作为 5G 建设首当其冲的光通信领
域；同时，多家行业上市公司已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建议关注业绩同比预增幅较
大的公司，这类公司有望在后市走出业绩
和估值双重修复行情。

尽管消息面突现发改委警示公司债券危机、
14家公司计划清仓式减持以及科创板问卷调查三
大利空，然而，主要指数分时图还是划出了“反N
型”的强势震荡走势。截至终盘：上证指数收报
2719.70 点，微跌 1.37 点，跌幅 0.05%；深证成指
收报8219.96点，小涨48.75点，涨幅0.60%；中小
板综小涨0.73%；创业板综微涨0.39%。两市成
交金额合计4174.87亿元，比周三萎缩12%。那
么，证券人士是如何看待当前市场？接下来股市
又将怎样运行？投资者应该如何掘金？对此，记
者采访了证券人士，以采访论坛的形式为股民朋
友们指点迷津。

上交所向*ST新亿下发问询函
最强停牌“钉子户”要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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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股价涨幅近4倍
东方通信为何这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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