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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是春节长假后的第一周，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2 月 3 日开市
后两市 B指大幅跳空低开，但后续

三日在成交量的推动下均收阳线，
周五 B指震荡有所加大。预计短期

沪深 B股将延续 A股走势，而盘中
小幅震荡难以避免。

从近期外部市场看，外围股市

包括美股道指本周上涨，为股市提
供了外部氛围，再加上机构抄底消

息发酵，市场交投也逐步趋于活跃，
这些因素都决定了 B 股此次反弹

的空间。本周沪深 B股指数连涨三
日，整体上看，快速上冲后可能会面

临回撤压力。基于中长线资金主导
行情的趋势逻辑不变，预计市场中

期运行重点仍是基于重心逐步上移

为主。但能不能判断市场拐点确立
还是未知，需要警醒的是，当前疫情

状况仍是影响市场的最大变量。对
于未来是否会受到疫情的二次冲

击，仍需继续保持关注。下周面临复
工大潮的不确定因素影响，疫情影

响也未到边际效益递减的临界点，

因此未来 B 股走势是二次探底还
是震荡上行，会取决于疫情发展的

具体情况。
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短期对于市

场无疑是利空，但更是调仓及抄底
的良机。疫情总会过去，市场下跌的

本质其实是带来了战略布局的“黄
金坑”，尤其要珍惜优质科技股调整

带来的难得机会。投资者需要做足
功课，合理管控手中资产的价格波

动风险。 上海迈步 马宜敏

    本周市场低开高走，人气很旺，

原因很简单，下跌一步到位，后面的
交易时间属于激进投资者抄底买入

抢反弹的，如果水平高点的短线投
资者肯定收益丰厚，10个点以上的

赢利不算太难吧。

从盘面分析，大部分蓝筹股经过
几天反弹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所

以机构投资者没什么太大的损失。但
是小市值股分化就严重了，大部分跌

下去后没有反弹到原来的位置，少数
热门股则一飞冲天，不要说医药和疫

苗类的了，就是沾了点其他抗疫情概

念的公司股价也炒翻了天。笔者关注
的就是三个红外概念股：睿创微纳、

高德红外、大立科技，这三家是睿创

微纳上市前的招股说明书里提及的
对比公司，果然这次一起联动，股价

自己去看看，呵呵。
热点分析过了，再来谈谈后市可

能出现的变化。因为蓝筹股表现平
稳，大多反弹到了原来的位置或者接

近了原来的位置，所以短期股指难以

再有好的表现了，一般情况下要进入
第二次探底阶段了，支撑位当然是前

期的低点啦，沪指就是 2685点这里

了。如果后面疫情恢复得比较顺利，
市场信心大增，那么下探的幅度就不

会太大；反之则要有一定的心理准
备，应对第二波下杀的冲击。从历史

上来看，也没有什么一定要到多少点

这样的规律，简单点看就是要构筑个
双底吧，大多数情况下，第一个底都

是快进快出的交易者，所以是简单的
单底反弹，第二个底就复杂了，整理

和反弹周期都会长一点，所以要耐心
一点，别以为还会像本周这样出现快

速反弹了。

那么这次疫情除了带来短期市
场的冲击，会不会带来什么投资机

会呢？这几天的盘面热点已经显示
出了一定的投资机会，除了和抗疫

情相关的医药疫苗、医疗物资相关
板块，市场也在寻找因为疫情引发

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变化带来

的投资机会，简单点说就是进一步

推动了原来很多传统产业向互联网
经济的转变，其中讨论比较多的，笔

者关注到了两个行业，一个是远程
教育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投资机会，

另一个就是因为在家办公将推动互
联网办公系统的发展。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已经算很发

达了，但是在某些领域还有进一步
细化和很大的上升空间，这次疫情

突发将进一步推动各企业在这方面
的迅速发展，并给相关公司带来很

多机会，典型的就是国产软件板块，

将是很大的受益者，行业内一致看
好的金山软件在港股市场大涨，说

明这种看法不仅仅是内资的看法，

也受到了国际市场投资者的青睐。
A股市场上部分软件龙头企业也受

到了资金追捧，比如用友软件创出
了近年新高，其他软件股也有不同

的表现。
最后总结一下观点，疫情带来

的第一次冲击已经得到消化，但是

恢复市场信心还需要时间，所以在
两次探底来临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

耐心，尽量寻找和新经济发展相关
的公司来投资，互联网经济将成为

未来一段时间抗拒市场调整的最好
标的。 王骁敏

B?市场财

耐心等待两次探底的投资机会

关注战略布局的“黄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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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年开市第一周，沪深股市惊

涛骇浪，跌宕起伏。周一受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沪深股市

脆断式暴跌，全天共有 3200只个股
跌停，跌停家数占全市场比例刷新

纪录。随后在货币政策宽松以及医
药医疗热点涌现、海外市场走强、北

上资金涌入等利好刺激下，沪深股

市力挽狂澜，强劲反弹，其中深成
指、中小板成功封闭周一暴跌缺口，

创业板更是创出年内新高。从目前
看，在经历暴涨暴跌、大开大合之

后，未来 A股将呈现震荡收敛、缩
量企稳的走势。最终如何突破，还要

看市场环境的变化情况。
■ 首先，本次受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冲击的调整行情，
在内外联动、假期叠加等多因素作

用下一步到位，2685点底部已经探
明，未来如果没有超预期利空出

现，指数将不会再创新低。后市应
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和防控进展，参

照 2003年 SARS疫情的影响，可能
会持续数周，这样一来，春季行情

终结也已经基本确认。我们注意
到，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加大对疫情

的防控力度，部分海外新药也已投
入临床检验，如果疗效显著，将大

大提高确认患者的治愈能力，并缩

短疫情的防控周期，对宏观经济和

资本市场的影响也有望降到最低。
若此，此次疫情对市场的影响将是

短期的，不会改变资本市场中长期
发展趋势。

■ 其次，从技术面测算，从超跌
反弹的角度看，短线反弹基本到位。

后市在完成高低点确认后，将进入相

对平和的收敛整理阶段，上证指数运
行区间大概率在 2800点上下。

■ 第三，从市场热点看，医药
医疗板块的波段上涨暂告段落，在

上半周持续领涨后，周五分列板块
跌幅榜前两位。从基本面看，虽然此

次疫情对推动医药股上涨作用明
显，但目前还没有特效药，主要是对

人体生命系统的支持辅助药品，最
终还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战胜

病毒。市场关注的焦点也更多集中
在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的公共卫

生用品方面，因此医药股的核心逻
辑并不是特别清晰，其中难免鱼龙

混杂。从目前看，当医药股回调后，
市场需要寻找新的领涨品种，但毕

竟疫情是一个负面因素，对阶段性
经济的影响可能超过当年 SARS，因

此正对风口的利好板块很少，即便
是这两天的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和

农业等，力度明显不如医药。因此在
热点降温下，行情也难免转入收敛

整理、边走边看的状态。
申万宏源 钱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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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长假之后 A股大盘开局

不利，但是多方连日来持续反攻，
提振了大家的投资信心。尤其是

创业板指表现最为抢眼，创出年内
新高。

从盘面特征观察，本周市场
做多热点主要围绕特斯拉概念、

医疗防护、在线教育及在线办公

几条主线展开，农业种植股亦有
不错的表现。但相对而言，新兴产

业类尤其是科技股涨得更高，表
现得更好。这一方面说明事件的

冲击，并未改变原有市场的主线
和涨升逻辑，强者恒强的走势令

人感觉这波行情并未结束。另一

方面科技龙头股（或称创蓝筹）对

股指的贡献较大，运作起来比主
板权重股容易得多，加之资金介

入颇深，自然动力十足。这有助于
消除市场恐慌情绪，激发了更多

个股的反弹。
大盘运行较预想的要好一些，

主要得益于 A股开市前监管层做

了预案和部署，这比以往遇到突发
事件时的反应已经好很多，体现了

更多的重视和呵护。一方面财政、
货币、金融等政策措施不断，保证

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另一方面海外
资金不断加码以及基金公司积极

自购的影响，机构都认为一个季度
波折不会影响公司未来十年。大盘

的调整，为新资金提供了布局良
机。从沪综指看，K线虽也连收三

阳，但修复的过程没有创业板那么

快，目前还在努力地尝试补缺中，
要恢复元气还有一段震荡反复的

路要走。
总体上，疫情带来的恐慌和担

忧已经被市场消化得差不多了，不
过也要谨防一种情况，即当大家以

为大盘不会再跌的时候，调整反而

会来临。个股的节奏更是如此，部
分医药股的连续涨停，激发了人们

很强的追高热情和联想效应，但要
记住一点，在 2003年非典时期，医

药股也曾整体大涨。而数月之后，
平均涨了 30%-40%的医药股，又

纷纷跌回原位。毕竟从中长线看，
突发事件对多数公司的业绩并无

实质性的影响。
中信浙江 钱向劲

风险释放 进入恢复阶段

市场观察财

    2月 3日，A股扛着疫情开市，

经历大跌后在本周也迎来了反弹。
那么从股民的视角，应该如何看待

这次的疫情？疫情之下，有没有投
资机会呢？

从短期来看，本次疫情迅速成
为影响全国经济的重大事件。疫情

的扩散和处置，超出节前的市场预

期，资本市场短期需要消化。由于
春节期间国内休市，同时海外指数

交易情绪快速回落，对 A股情绪和
走势形成了压制，短期补跌在预期

之中。
但是，我们不妨参考 2003年

SARS期间的市场表现。2003年，
SARS爆发期对宏观经济是造成了

一定的影响，首当其冲是消费行
业，其次是工业制造业。所以可以

推测在本次疫情的中期，市场承压

是必然的。由于部分地区延迟复

工、交通中断等影响，一些行业的
基本面都受到了冲击。这些影响可

能会在一季度二季度逐步显现。因
此，我们预计中期受基本面拖累，

市场仍会以震荡为主。
长期来看，随着疫情退散，流

动性恢复，市场在政策护航下，必

然会回到经济韧性复苏的轨道。参
考 2003年 SARS时期，虽然中期

和短期都受到了冲击，但全年整体
的增长趋势仍然得到了延续。因此

长远来看，当前的市场波动，正好
也是投资者长期布局的时机。

根据历史疫情期的行情数据
和近期的市场分析，有两个方向可

以作为配置的参考。一是基本面受
影响较小的行业：环保、医药、计算

机等；二是有业绩支撑的部分科技
板块：新能源车、5G、游戏等。

我们来重点分享两个相关行
业的投资思路———医药和保险。

回溯历史，SARS期间为例，医

药行业在疫情爆发阶段，是有明显
的超额收益。疫情之下，主要关注

医药板块在防护、检测、治疗三个
环节的相关公司。防护方面，口罩、

部分抗病毒 OTC药品、药店，受众
面广大，一季度或能有实质收益；

检测方面，从体温检测到试剂盒生

产都已有上市公司涉及，能获得持
续收益；治疗方面，需要关注药物

和疫苗的研发进度，相关企业会成
为阶段性热点。

再来看疫情对于保险公司的
影响，利好利空皆有。利空在于因

各地出行限制或个人自律行为，保
代团队的活跃度会大幅降低，而影

响出单率；但居民健康保障意识提
高后，会大幅推动线上保险产品的

销售，尤其是健康险、重疾险等险
种，而上市险企不多，且皆为行业

龙头，投资者们可以逢低建仓布局
中长期。 长江证券 陆志萍

投资秘籍财
谨慎布局医药和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