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

昨日，在创业板为首的题材股率领下单边
下跌，至收盘时上证指数砸破了3000点整数
关。不过在一片哀嚎之际，市场有一些异动的
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那么，究竟有哪些异
动现象？背后有何隐情？我们不妨来听听证
券人士的观点。

上证50尾盘异动
消息面或有利好消息出现

记者：我们看到A股市场出现了高开低走
单边下挫的走势，但到了临近尾盘的时候，代
表权重蓝筹股的上证50出现了明显的异动，
从下跌0.88%变为下跌0.44%，中国太保、中国
平安、招行、茅台成为尾市抢盘的主角。您认
为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呢？

富鼎资管经济学家李维夏：“通常情况下，
当行情处于普跌状态时，上证50尤其是银行
保险股尾盘异动，大概率意味着消息面会有利
好消息出现，且多数与资金面松动的预期有
关。接下来投资者可关注消息面会否出现积
极信号，而这也是左右股市会否止跌的重要因
素之一。”

创业板指破位下跌
投资者可考虑进场做短

记者：我们看到昨日创业板指盘中最低跌
到了 1627.23 点，低于 3 月 14 日最低 1628.64
点。那么，创业板指这一微小的破位，会对A
股产生什么影响？

海通证券中山三路营业部高级投顾张亮：
“创业板指周二出现了小小的破位，但就短期
而言，如果就此认定创业板春季行情结束，还
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于创业板指回补
了去年5月 30日的下跳缺口，因而理论上创
业板综也应该回补这一下跳缺口。所以，我们
综合分析认为，创业板短期若再杀跌，投资者
可考虑进场做短。当创业板综回补去年5月
30日下跳缺口后，投资者应当毫不犹豫地清
仓离场。”

创业板或领涨反弹行情
投资者可逢高抛售

记者：我们注意到昨日上证50是在14点
37分止跌回升的，而恰好这个时间创业板指
跌破了3月 14日的低点。那么在您看来，这
两者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对接下来的股
市运行有何指导意义？

申万宏源重庆分公司首席投顾何武：“上
证50在创业板指破位时出现反弹，说明股市
大跌并不符合当前市场主力的意愿，尤其是
代表新兴产业的创业板，更不能成为短期的
做空主力。从过往数据看，无论短期还是中
期，当创业板指跌破前期低点后，如果上证
50 出现护盘力量，那么接下来创业板大概
率是领涨反弹行情，且当反弹行情结束后，
创业板又将领跌大势。所以，我们认为创业
板指破位，为中期趋势蒙上了阴影。只是短
期来看，上证 50 在前期低点位置遇到护盘
力量，有利于减轻创业板破位后的压力。故
接下来创业板一旦反弹，投资者就要注意逢
高抛售了。”

上证50尾盘异动或暗示利好渐近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沪指失守3000点原因找到了 做好抄底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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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持续震荡 快看“券商擂台赛”选手如何调整布局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盘面】
高开低走单边杀跌
尾盘蓝筹出现异动

周一大幅下跌后，昨日沪市意外高开 15
个点收复了 500 天线大关。但遗憾的是，这
一高开被各路资金视为跑路的机会，结果是
多头仅仅雄起 1 分钟，便遭到了空方的迎头
痛击，很快翻绿。9点 52分至 10点 52分，多
空双方围绕周一收盘价展开攻防，但上方
500天线压得多头喘不过气来。10点 53分，
随着领涨的创业板变脸领跌，各大指数出现
了连续放量跳水走势。13点 11分，多头启动
蓝筹股和次新股展开了半小时的反攻，不料
前期热点近乎全线溃败，股市掀起了比上午
更大规模的抛售潮，一直持续到14点 50分，
沪指低见 2988.49 点。最后 10 分钟，部分金
融类蓝筹股异动，沪指有所回升，但仍未能收
复3000点整数关。

【板块】
513只股票跌幅逾5%
新经济题材遭重创

统计数据显示，涨停的非ST股有 44只，
涨幅逾5%的股票有33只。跌幅逾5%的股票
有 513只，其中跌停的非ST股有 24只，跌幅
逾5%的有489只。盘面看，两市只有猪肉板
块以1.26%的涨幅苦苦支撑，其余板块都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杀跌。其中，继周一传统蓝筹大

幅领跌后，周二智能电视、量子通信、卫星导
航、国防军工、5G、半导体等数十个新经济板
块跌幅高达 3%-5%，完全是一片肃杀景象。
而偏传统的行业中，除了酿酒、银行、保险板块
相对抗跌外，其余也跌势汹汹，船舶、航空更是
以7.66%、5.94%的跌幅霸占跌幅榜。

【后市】
震荡筑顶格局没变
短线做好抄底准备

本周股市连续2个交易日中阴下跌，与之
前的强势“恍若隔世”。对此，华龙证券永川营
业部总经理牛阳告诉记者：“这两天股市出现
了较大幅度的下跌，蓝筹和题材轮番下跌，主
要原因在于一季度进入结算阶段，资金面本身
就相对吃紧的情况下，又碰上了限售股解禁高
峰和高管大股东密集的减持潮，使得流动性短
期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中。至于其他的
比如“业绩地雷”“披星戴帽”等利空，其实早就
是过去式了，前两年的持续下跌早已充分反映
了这些利空。市场用这些‘旧闻’制造恐慌，主
要还是资金面不宽松所致，而不是基本面又爆
出了什么新的黑天鹅。”

那么，后市何去何从？华龙证券新华路营
业部总经理邓丹告诉记者：“昨日上证50尾盘
异动，使得上证指数暂时摆脱了向下破位的风
险。然而，大盘区间震荡筑顶格局仍然没有改
变。也就是说，最快今天有望探底回升，并于
4月中旬前向上突破3130点逼近3200点。操
作上，短线可做好抄底的准备。”

昨日，受行情疲软影响，参加“上游新闻·
券商擂台”炒股大赛的7大高手的成绩普遍出
现下滑，其中，华融证券陈都因持有标的跌停
而浮亏加大，目前最新总收益率已经下滑至-
9.95%，而其周收益率则跌至-14.6%，成为唯
一一个周收益率跌破10%的选手。

多位选手持有标的跌幅超2%

受大盘持续调整影响，3月26日，“上游新
闻·券商擂台”炒股大赛的7大高手的持股均暂
时遭遇不同程度回调。

其中，华融证券陈都持有标的东方电子调
整幅度最大。昨日，东方电子低开后快速走
低，尔后盘中持续震荡下行，临近尾盘更是被
砸至跌停板。国泰君安证券谭承佳持有的阿
石创和海信电器均遭遇了大跌。其中，阿石创
大跌6.46%，最新股价为27.21元/股，已经远在
谭承佳的持股成本30.00元/股以下；海信电器
收盘跌3.86%，股价报10.47元/股，略低于谭承
佳的持股成本10.96元/股。

南京证券姜文礴持有的 4 只个股也“全
军覆没”，受大盘持续大幅回调影响，科达股
份、长信科技、申通快递和罗牛山纷纷飘绿，
收盘分别跌 4.71%、3.27%、2.99%和 0.15%。
此外，华龙重庆金财汇、安信证券杨长春、华
融证券陈都等选手持有标的昨日跌幅均超

过2%。

部分选手趁机选择加紧布局

从操作上来看，在大盘继续大幅回调之
际，有部分选手趁机选择加紧布局。

比如安信证券杨长春。上一交易日，杨长
春分3笔共计买入8万股50ETF，买入成本价
为2.71元/股，昨日，趁50ETF股价走高之际，
他于上午9点29分全部出清手中的50ETF，卖
出价格为2.72元/股，略高于成本价。随后，趁
50ETF 价格走低之际，杨长春盘中又“杀”回
来。此外，杨长春还新建仓了上柴股份。

参赛以来“低调”无比的华龙重庆金财汇
亦在昨日再次出招，此次收入囊中的标的是重
庆燃气。早间，在重庆燃气小幅高开低走之际
快速出手，在9点 33分买入1.33万股该股，买
入价格为 7.54 元/股。截至目前，华龙重庆金
财汇手中共计持有2只个股，分别是陕天然气
和重庆燃气。

从持有标的可以发现，华龙重庆金财汇可
谓是十分钟爱燃气类个股。对此，华龙重庆金
财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是看中燃气板
块的补涨机会。“今年以来，A股这一波上涨行
情中，多数板块已经启动，但是燃气板块涨幅
较少，再加上陕天然气、重庆燃气分别所属的
西安板块、重庆板块位置相对比较低，而此前
西安板块出现了异动，因此，总的来看，2只个
股后续存补涨机会。”

孙舒锴依靠空仓策略“躺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大盘继续回调影
响，参赛选手的成绩普遍出现了下滑。

其中，陈都因持有的东方电子跌停而下滑
幅度最大，目前最新总收益率为-9.95%，较上
一交易日下滑了9.94个百分点，目前排在总收
益率的倒数第二位。而从周收益率来看，陈都
的情况更不容乐观，其最新周收益率已经跌
至-14.6%，成为唯一一个周收益率跌破10%的
选手。

姜文礴的收益虽然受持有 4 只个股全部
“飘绿”影响而大幅下滑，但其总收益率仍旧稳

居第一名。截至目前，姜文礴的总收益率为
3.68%，最新模拟盘总资产为103.68万元。

国元证券孙舒锴则依靠空仓策略“躺赢”，
其目前的总收益率为 0.62%，暂时排名第二
位。华龙重庆金财汇、杨长春、谭承佳则暂时
依次位列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

海通证券翁玉洋目前较为“无奈”。虽然
明阳智能昨日飘红，但该股的最新价 14.09
元/股早已跌破了翁玉洋的持股成本 16.07
元/股。由于此前错过了最佳卖点，翁玉洋
表示目前只能继续等待，“这段时间行情以
震荡为主，调整后还有一定机会，到时候再
考虑调仓”。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方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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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多一点

昨日，A股市场连续第
二日大幅回调，四大股指跌
幅均逾1%，上证综指失守
3000 点大关，不过尾盘金
融股异动为后市带来了新
的希望。截至终盘：上证指
数 收 报 2997.10 点 ，下 跌
45.93点，跌幅1.51%；深证
成指收报9513.00点，下跌
188.70 点，跌幅 1.95%；中
小板综大跌2.13%；创业板
综大跌 2.70%。两市成交
金额合计7683.44亿元，比
周一萎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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