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股市场全面反弹 回调可适当低吸建仓三类股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高价回收茅台酒

收购时间：2019年11月18日—11月24日
（工作时间：上午7:30—晚上8:00）。请大家莫
失良机！对于年纪偏大或者交通不便的市民，重
庆各市区我们提供免费上门回收服务，价格不变。

高价收购茅台酒，另收99年以前生产的高度

五粮液、剑南春、郎酒、董酒、泸
州老窖、全兴大曲、虎骨药酒等
各种高度知名白酒，以及各种洋酒。老酒本身
就难以保存，为了避免老酒蒸发，品相破坏，价

值丧失等现象，在此提醒大家，请您抓紧
时间清理家中现有的上述老酒及时
进行变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和浪费！

2018年～2010年茅台酒
1700-2500元/瓶
（全品相不跑酒）

2010年～2005年茅台酒
2500-3000元/瓶
（全品相不跑酒）

2005年～2000年茅台酒
3000～4000元/瓶

（全品相不跑酒）
2000年～1995年茅台酒

4000～7000元/瓶
（全品相不跑酒）

1995年～1990年茅台酒
7000～10000元/瓶

（全品相不跑酒）
1990年～1985年茅台酒

10000～15000元/瓶
（全品相不跑酒）

1985年～1980年茅台酒
15000～20000元/瓶

（全品相不跑酒）
1980年～1975年茅台酒

20000～50000元/瓶
（全品相不跑酒）

1975年～1970年茅台酒
5万～8万元/瓶

（全品相不跑酒）
1970年～1965年茅台酒

8万～15万/瓶
（全品相不跑酒）

1965年～1960年茅台酒
15～50万/瓶

（全品相不跑酒）
1960年～1952年茅台酒

50万～220万/瓶
（全品相不跑酒）

整箱老茅台，价格更高！

（以下为1斤装500毫
升.53度单瓶茅台酒价
格，整箱的价格更高）重庆站 老酒收购

鉴定 评估 变现

收购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红锦大道2号（近红旗河沟地铁站）
国航饭店12楼1208会议室。场外不设接待，请坐电梯直接
到12楼即到。
公交线路：乘坐111路、126路、151路、502路、627路、821
路、886路、125路、149路、465路、606路、818路、842路、
0811路、630路到渝通站下；轻轨路线乘坐3号6号线到红
旗河沟4号出口下车即到。

需要上门的市民
请拨打公司免费上门回收电话

400 9988 289
（短信微信发送至15168410095）

（交易成功，可报销车费30到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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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蓝筹企稳市场小幅反弹

昨日沪指小幅低开，在钢铁、证券等权重蓝
筹的企稳上涨带领下，沪指振荡反弹，临近午盘
时两市股指快速反弹，沪指收复2900点，午后市
场波澜不惊，股指横盘震荡直至收盘，报2909.20
点，涨 0.62%，深成指报 9715.27 点，涨 0.7%，创
业板指报1682.49点，涨0.46%。

盘面上看，柔性屏板块表现强势，个股十
分活跃，其中国风塑业、界龙实业、智云股份、
联得装备涨停，同兴达、智动力、深天马盘中大
涨，丙烯酸、钛白粉、钢铁、证券等板块涨幅居
前，与此同时智能音箱、白酒、啤酒、中船系等
板块跌幅居前。

技术上看，沪指经过连续调整后，目前处于
各中、短期均线下方，空头走势明显，近期成交量
持续低迷，杀跌动能萎缩，预期股指将以探底走
势为主。总的来看，在市场连续调整后，今日沪
指在权重蓝筹的带领下小幅反弹，但由于缺少量
能配合，股指反弹空间有限。

借回调之机可低吸龙头品种

那么，短期调整是不是真的结束了呢？下
方2870点“上跳缺口”会被回补吗？对此，华龙
证券新华路总经理邓丹告诉记者，首先，日线图
上发出止跌信号。11月15日也就是上周五，上

证指数的 90 天线与 120 天线发生了交叉。在
这一关键时刻，上周末一系列国内外利好倾巢
出动的情况下，上证指数还是低开，好在最终收
出了阳线，可谓是有惊无险。上证指数能在90
天线交叉 120 天线的第二个交易日止跌回升，
应当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不过这也是有前提
的，那就是本周一的高点2911.38点一定要在周
二刷新一次，这样才能让意欲做多的资金放心
进场。

其次，关注央行动向。继 11 月 5 日央行
下调 MLF 利率，15 日超预期续作 2000 亿元
MLF 后，18 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7
天期逆回购 1800 亿元，中标利率 2.5%，较此
前下降 5 个基点，对“7 天逆回购操作利率”来
讲，这是 2015 年 10 月 27 日以来首次下调。
在我们看来，虽然央行间接降息的手段已开
始使用，接下来要看央行有无实质性行动。

综合分析下来，我们建议投资者不急于这几
天进场抄底，不妨进一步等待国内外消息面尤其
是国内消息面的进一步明朗化。在操作上，我们
认为，投资者应当借助回调之机，低吸大消费、大
服务业、大科技方面的龙头品种。

从最近的走势看，整个科创板在历经
大幅调整后一些个股开始活跃，至于整个
科创板目前是否具备一定投资价值，对此，
华龙证券重庆新华路营业部投资顾问赵海
宏认为:

我们从近期的盘面观察，科创板一些个
股出现了短期活跃的情况，有的海底捞月，出
现反弹，有的经历区间拉锯后重新走上正轨，
从整个科创板来看，个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们去观察很多个股的走势也是有很大
的跌幅的，相较于主板而言，也有一定性价比
出现，并且科技类的股票估值一直高于其他
板块，所以对于科创板目前的位置，我个人是
保持相对乐观的。

当然，在乐观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规避
解禁股的风险，通过观察可以看到第一批上
市的科创板个股有很大一部分在一月份都有
解禁股上市，对于次新股而言，最大的风险也
是来源于解禁股的上市，所以这一点也值得
投资者重点关注。

那么在整体科创板目前比较活跃的情
况下，个人认为，从选择上看，我们可以去选

择一些近期才上市且涨幅不大的品种，一旦
这类品种出现调整，在整个科创板得到资金
关注时或许比一些长时间下跌的品种更活
跃一些，因为跌幅较大的品种虽说有价格优
势，但是上方套牢盘也会对个股的上涨带来
层层阻力。

个股点评：沃尔德（688028）
从该股昨日走势看，再度出现反弹，虽说

盘中一度上冲 20 天均线，但是成交量明显出
现缩量的情况，由于成交量没有有效放大，后
续可能会迎来调整，对于想介入该股的朋友
而言，个人认为，需要耐心等待缩量调整企稳
后再行介入。

个股点评：心脉医疗（688016）
从该股近期的走势看仍然处于区间拉

锯的状态，从个股上市后的运行情况看，自
开始调整以来每一次反弹的高点都出现了
逐级降低，说明多头的进攻力量往往到选
择方向的时候会出现一定情绪压制，当然
从近期个股的走势看，也是没有再次创出
新低，仍然处于区间震荡格局。操作上，如
果该股不能向上放量突破，投资者可以选
择耐心等待个股调整至箱体底部后再进行
介入。

45.9亿股限售股上市
3000亿市值白马股“跌停”

昨日沪深股市在蓝筹与
题材的合力下，A 股市场各
指数全面反弹。当日，上证
综指以 2889.55 点开盘，全
天 震 荡 走 高 ，最 终 收 报
2909.20 点，较前一交易日
涨 17.86 点 ， 涨 幅 为
0.62%。专家表示，投资者
应当可借助回调之机，低吸
大消费、大服务业、大科技方
面的龙头品种。

板块打望

规避科创板解禁风险，这些个股调整后可关注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蜀君

昨日大盘走势一览

●上证指数收报 2909.20 点，

小涨17.86点，涨幅0.62%；

●深证成指收报 9715.27 点，

小涨67.28点，涨幅0.70%；

●中小板综小涨 0.79%；创业

板综小涨0.72%。

两市成交金额
合计3642.30亿元，
比上周五萎缩9%。

昨日，近 3000 亿大蓝筹中国人保跌停
了，市值直接蒸发近300亿元。原因很直接：
中国人保解禁，45.9亿限售股上市流通，为当
前流通量(10.11亿股)的4.5倍。而此前，中国
人保已经连续8个交易日收阴，至此，中国人
保市值已蒸发超53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限售股解禁，涉及8
名股东，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和7
家战略投资者。此外，在三季度末，有基金公
司刚巨资新进买入。从昨日龙虎榜的数据来
看，机构卖出超10个亿。

解禁重压
中国人保市值蒸发近300亿元

昨日，中国人保在45.90亿股限售股解禁
重压之下暴跌9.94%，股价报收7.16元，直接
跌回年初暴涨前的股价。全天成交14.18亿
元，换手率达3.47%，市值蒸发近300亿元。

原因很直接：中国人保昨日解禁，45.9亿
限售股上市流通，为当前流通量(10.11亿股)
的4.5倍。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国人保已连续8
天收阴线。自11月6日至今，中国人保市值
已蒸发超530亿。

据悉，2018年11月16日，中国人保正式
登陆A股市场，成为国内第五家“A+H”股两
地上市险企。上市之初，中国人保在收获5
个涨停板后即开板，随后股价萎靡不振。

直至2019年 2月起，中国人保股价迎来
一波猛涨，屡创新高。从年初至 3月 7日收
盘，中国人保股价暴涨超100%。

解禁45.9亿股
是当前流通量的4.5倍

近 3000 亿的大蓝筹也能跌停？原因是
解禁的限售股数量太大。

11月12日晚间，中国人保发布首次公开

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本次中国人
保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5.90亿股，上市流
通日期为2019年11月18日。

而 此 前 ，中 国 人 保 的 流 通 量 仅 为
10.11 亿股，即限售股为当前流通量的 4.5
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占该公司
股本总数的 10.38%，占流通 A 股比例达
到 81.95%。

数据显示，本次限售股解禁，涉及8名股
东，其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股份
约为38.02亿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8.6%，占
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的82.82%；七大战略投
资者则持有股份合计约为7.89亿股，占公司
股本总数的 1.78%，占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
的17.18%。

不过上述股东成本价均在3.34元每股的
发行价格进场，即使吃了一个跌停之后，如今
仍赚翻倍有余。

此外，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中国人保
还有298.96亿股限售股股份，占该公司股本
总数的67.60%。

机构合计卖出超10亿元
有基金三季刚新进重仓

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人保三季报来看，
有3只基金三季度刚冲进去，新晋成其前十
大流通股东。

数据显示，截至三季末，两只混合基金新
晋成为中国人保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其中一
只以 365 万股持有量成为其第二大流通股
东，另外一只则以329.4万股持有量成为其第
五大流通股东；此外，一只资金信托也以
361.6 万股的持有量成为其第三大流通股
东。三者合计持有超千万股。

而从盘后的龙虎榜数据来看，其前五大
卖出均是机构席位，合计卖出超10亿元。不
过，沪股通专用席位则逆势买入1470万元。

据中国基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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