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数表现

沪市过关斩将直逼“熔断顶”

周二上证指数惯性低开13个点，随即
在题材股的普涨声中迅速翻红。10点起，
盘面风云突变，早间洗盘半小时的抱团股
再度发力，使得分时图上代表题材股（算术
平均数）的黄线无力上攻，而代表蓝筹股
（加权平均数）的白线则是震荡走高。10
点 50分，部分资源类蓝筹走高，沪指涨幅
扩大。下午开盘蓄势不久，金融类蓝筹合
力发动猛攻，沪指一路将逼空式拉升进行
到了收盘，一举拿下了 3600 点，创出了 5
年来的新高，直逼 2015 年 12 月 23 日的
3684.57点“熔断顶”。

银证险“三剑客”摧枯拉朽

通达信统计数据显示，当日两市涨跌
个股比例是 2516:1384，涨幅超过 10%的
非ST股62只，涨幅大于5%的股票猛增至
219家，跌幅超过10%的非ST股仅11只，
跌幅大于5%的股票锐减至51家。

从盘面看，偏传统的周期性蓝筹疯狂
上扬，尤其是银行、保险、证券三大金融板
块凭借尾市的速攻，分别劲升 1.07%、
5.49%、6.37%，为沪指收复3587点大关立
下了汗马功劳。消费概念再放光芒，跨境
电商、奢侈品、家电、酿酒板块暴涨 3%以
上。军工板块全面走强，航空、船舶、军民
融合、国防板块涨幅都大于 3%。整体来
看，市场活跃度较周一有明显回升迹象。

可积极关注银行股后续表现

周一疾风骤雨式洗盘后，周二

A股果然在金融板块的带领下杀了个“回
马枪”。那么，接下来市场会如何演绎呢？
突破 3587 点后真的会迎来全面普涨行情
吗？

“阳线虽美，性质各异，预计沪深综指
将分道扬镳。”接受记者采访的银河证券
江南大道总经理唐贺文指出，“周一提到，
沪综指存在的溢价空间来自于银行板块
补涨，而深综指则面临着加速下跌的风
险。那么，周二深综指与沪综指一道收出
中长阳线，真的是误判吗？我们对此持否
定态度，原因在于：沪综指的这根大阳线
是在上涨趋势中形成的，缩量的本质是筹
码进一步集中的体现，银行板块补涨为后
市进一步上攻（诱多）提供了新动力；而深

综指的这根大阳线是在下跌趋势中形成
的，下跌放量后缩量反包，反而让风险进
一步加大。事实上，概括两市所有股票的

‘均价指数’，四连跌后的缩量小阳更让后
市存在风险。对沪综指来讲，突破3587点
也不会一帆风顺，要想拿下3684点‘熔断
顶’，必须先接受 3649 点这个关卡的考
验。而导致这个考验的另一层原因，恰恰
来自于深综指风险会发散到上海主板题
材股中去（均价指数体现得更直观）。所
以，我们选择在本周一重新看好银行板
块，其逻辑就来自于看空其他题材股。银
行板块将成为题材股大级别下跌行情中
的护盘主力，故投资者可积极关注银行股
的后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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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指数全线大涨
沪指突破3600点 创5年来新高

12 日，A 股三大指数全线大涨，上证指数和
深证成指均创出了本轮行情以来的新高，其中
A 股直接冲上 3600 点，是 2015 年 12 月以来的首
次。这是否意味着，在机构抱团股助推 A 股打
开了新的上升空间呢？在 12 日下午举行的华
龙证券重庆分公司春季系列市场投资报告会第
二场分享会上，华龙证券永川人民大道营业部
总经理、高级投资顾问牛阳和华龙证券重庆新
华路营业部投资顾问赵亮，为投资者分享了他
们的投资思路及投资策略。

华龙证券永川人民大道营业部总经理牛阳
以《从内循环到消费升级》为题，对 2021 年的投
资机会进行了分析。牛阳指出：“在宏观层面
上，去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2021 年宏观经济政策。今年的宏观经济增长值
得期待，对于股市来说，全年的行情也值得期
待。直接与 A 股市场相关的内容有科技、消费、
农业、地产和环保，投资者应该抓住六个关键字
——拥抱核心资产。”

牛阳强调：“2020 年，虽然资金抱团导致的
结构性行情特点突出，集中度战胜了成长性，但
兼顾了科技与消费双重属性的新能源汽车概念
的表现，也同样抢眼。在 2021 年，市场的机会
仍将包括‘科技’和‘消费’。其中，消费看升级
替代（智慧厨卫、智能家居、电子影音）和生育养
老（奶乳制品、医疗器械、食饮龙头），科技看 5G
应用和芯片制造。另外周期在全球宽松刺激
下、军工在《军队装备条例》影响下，部分主流品
种也值得关注。”

5G 概念是市场的热点，今年亦不例外。随
着国家继续加码 5G 建设，有助于快速带动相关
产业链的融合发展和落地。在投资分享会上，
华龙证券重庆新华路营业部投资顾问赵亮则向
投资者分析了《5G 新时代，引领新生活科技成
就未来》的报告。他说：“5G 将带动全球流量持
续增长，2021 年将迎来流量基建和生产的正循
环。其中，流量产业链投资将以基建为主，而

5G应用的流量生产新环节是重要看点。”
周二创业板市场一扫周一的颓势，走

出了单边上扬的强势行情。到收盘时，创
业板指大涨了 2.83%，创业板综劲升了
1.8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创业板指收盘
价 是 3180.35 点 ，创 业 板 综 收 盘 价 是
3173.24 点——这是 2014 年 5 月 16 日以
来，创业板指收盘价首次大于创业板综。

转眼间，创业板两大指数已走过了近
11个春秋。2010年 6月 1日，创业板指和
创业板综问世，“发行价”均为 1000 点。
2010年12月20日，创业板指、创业板综分
别见顶1239.60点、1220.65点，随即展开了
长达2年的熊市，至2012年12月4日分别
低见585.44点、575.82点。之后，创业板指
不断甩开与创业板综的差距。至 2013年
10月10日，创业板指比创业板综的点位高
出了11.15%！

但从 2013年 10月 10日起，情况发生
了变化，创业板综开始发力追赶创业板
指。经过三轮下跌两轮上涨、为期8个月
的争夺后，2014年5月16日，创业板指、创
业板综分别见底 1210.81 点、1215.85 点
——创业板综首次反超了创业板指。之
后，创业板综一路狂甩创业板指，至 2015
年 6 月初，创业板指、创业板综分别见顶

4037.96点、4449.42点，后者比前者高出了
10.19%！

尽管随后创业板市场遭遇了多轮暴跌
行情，然而创业板综“吊打”创业板指却并
未停止。特别是 2016 年 4月创业板指见
顶后，创业板综继续慢牛攀升至2016年11
月 23 日才开启跌势。2017 年 3月 17 日，
创 业 板 指、创 业 板 综 高 见 1981.69 点、
2673.93点——后者高出前者34.93%！

悄悄地，命运的天平又发生了倾斜。
2017年3月17日起，创业板市场又遭遇了
三轮大幅下跌的行情：至2018年 10月 19
日，创业板指、创业板综分别低见1184.91
点、1411.64点才启动了延续至今的小牛行
情。在这2年小牛行情中，创业板指优势
日益凸显。最终，2021年 1月 12日，创业
板指终于超过了创业板综——距离上次已
是6年8个月之久。

对此，海通证券高级投顾张亮认为，
“这是经济发展规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
点：第一，最初创业板指强于创业板综是从
无到有的过程；第二，大量新股上市是创业
板综长期强于创业板指的重要因素。因
此，投资者在掘金时，可从创业板指成分股
中精选行业龙头即可。

周一大幅洗盘后，周二沪深股市以板块轮动的方式延续逼空行情。截至终盘：上证指数收报3608.34点，大涨76.84点，涨幅
2.18%，创5年来新高；深证成指收报15460.03点，大涨344.65点，涨幅2.28%，创5年7个月来新高；中小板综上涨1.54%；创业
板综上涨1.89%；科创50上涨1.05%；深注册制上涨1.81%。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10898.64亿元，比周一萎缩11%。

市场人士指出，沪深综指的阳线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后市在掘金银行板块的前提下，要防范小盘股大面积下跌。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冯盛雍

两大指数“较劲”近11年
创业板指近7年来首超创业板综

投顾支招

沪指打开新上升空间
投资抓住六大关键字

36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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