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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指数一周表现

主编：李 骐 编辑：万 鹏

决战9 月：系统风险小结构机会大
证券时报记者汤亚平

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A 股整体估值水平处于历史较
低区域， 企业盈利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A 股市场系统性风
险较低。
8 月经济整体仍现回落趋势， 但不大可能出现二次探

本周出现强势反弹， 短线仍有
走高动能，但中线风险仍大。

周跟随美股强力反弹， 成
恒生指数： 本
功收复60 日均线，后市仍有走高潜力。

周持续走高， 短期仍有进一
伦敦铜： 本
步的反弹动力，中期则不宜过分乐观。

周初步止跌，短期有望延续
美原油： 本
反弹，但中线仍有调整空间。

基金 9 月或背水一战

势性大幅调整的概率并不大，数据震荡反而带来板块结构性

天相统计数据显示， 纳入统计的
基金今年上半年总计亏损 4397.53 亿
元，为历史第二大亏损。股票方向基金

的投资机会。
进入三季度以来， 我们反复提醒
股民， 关注结构性投资机会。 从月 K
线看，7 月大阳、8 月整固，9 月理应继
续估值修复行情。
从机构行为看， 作为市场主力的
国内基金业，上半年整体亏损 4400 亿
元， 其中二季度亏损达 3513 亿元，而
三季度继续亏损的可能性很小， 基金
9 月必然背水一战。 从 A 股历史看，
“
金九银十”是大概率事件。
总体上，我们认为，9 月大盘可能
先抑后扬，震荡向上，即使向下突破也
是制造空头陷阱的假突破。

A 股系统性风险较小， 主要看经
济、政策、估值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2010 年 8 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
CFLP）发布中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
PMI）为 51.7%，比上月上升
个百分点。
汇丰银行（
0.5
HSBC）编制
的 PMI 指数，更是从 7 月份的 49.4 升
至 8 月份的 51.9， 环比上升 2.5 个百
分点，创下了 3 个月新高。不仅新出口
订单分类指数从 50.9 上升至 53.1，产
成品库存分类指数也下降 3 点，至
46.9。 订单增长而库存降低，这一组合
意味着经济前景向好。与此同时，美国
采购经理人指数从 7 月份的 55.5 升
至 8 月份的 56.3。 全球两个最大经济
体 8 月份制造业活动的意外复苏，令
投资者大受鼓舞，全球股市大幅反弹。
此前， 中国的投资者似乎比国外
的投资者更担忧经济二次探底。 中国
上半年经济增长 10%，但股市表现却
居于全球倒数， 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但是，近几个月的经济运行数据尤
其是 8 月份领先经济指标 PMI， 应当
可以提供一个共识： 中国经济软着陆
的可能大大高于硬着陆。
其二，政策是逐步放松还是收紧？
应该指出，中国投资者对 PMI 的
反应， 比美国投资者慢半拍。 究其原
因，中国投资者重政策甚于重经济，政
策市一直是 A 股的短板。 以至于不少
机构投资者认为， 如果 PMI 跌破 50，
则政策可能快速转向保增长，大有“
心
忧股贱愿经冷”的味道。
我们认为，8 月 PMI 的小幅回升，
经济回落势头明显放缓， 表明目前的
经济调整是温和可控的， 因此既没有
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必要， 也没有进
一步紧缩的必要。 8 月份住房、汽车销
售量环比大增， 这两个对于与宏观调
控政策敏感度极高的行业的销售回
升，对于大盘构成积极的影响，很可能
预示着政策调控影响已经告一段落。
同时，住房、汽车交易活跃，反映中产
阶层消费群体的动向。从长期来看，政
策导向只有壮大社会中产阶层， 才能
释放出中国庞大人口的消费需求，为
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推动

美元指数：

本周呈震荡格局，中线仍有
（万 鹏）

再度成为亏损重灾区。另一方面，统计
显示， 截至 9 月 1 日的一年以来，508
只基金（
不含货币基金）中有 95%的
都给持有人带来了正回报，9 只偏股
型基金回报率超过 10%，超过 CPI 增
长率 3.3%的合计有 442 只。 正因为如
此，进入 9 月份新基金发行热度陡增，
甚至再现一日售罄的盛况。统计显示，
9 月份成立的基金有望达到 15 只，排
队待批的新基金已多达 31 只。 加上 8

月份逾 300 亿元的新基金首募金额，
国庆节前新基金发行有望为市场注入
不少资金活水。
即使如此，采访中不少老股民、老
基民仍抱怨基金净值大幅缩水， 基金
重仓股拖累大盘。毫无疑问，基金规模
越大，肩负的使命越重。 我们认为，三
季度是基金止亏的关键季度， 从指数
基金建仓悄然提速分析， 基金 9 月或
背水一战。

力。
其三，估值是整体偏高还是合理？
8 月 31 日，2010 年半年报落下大
幕。 1947 家上市公司上半年总计盈利
7849.89 亿元，同比增长 41.17%，超过
四成；二季度全部 A 股的平均每股收
益为 0.1377 元，比一季度的每股收益
0.1283 元略涨了 7.3%。 以 8 月 31 日
A 股 收 盘 算 数 平 均 价 18.13 元 为 基
数， 二季度 A 股的动态市盈率为 33
倍。 权重股云集的沪深 300 成分股动
态市盈率仅有 13.39 倍， 市盈率已接
近韩国 KOSPI 指数、 法国 CAC40 指
数和道琼斯指数。银行股市盈率 10 倍
左右，A 股较 H 股普遍折价，恒生 AH
股溢价指数在 100 点附近徘徊， 显示
同在两地市场上市的公司股价估值，
整体来说已趋于一致。
因此，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A
股整体估值水平处于历史较低区域，
企业盈利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A 股
市场整体下跌的可能性不大。

板块结构性机会犹存
8 月份 PMI 指数的小幅回升，并
不意味着经济放缓已经结束。 目前券
商研究机构的总体判断是：8 月经济
整体仍现回落趋势， 但不大可能出现
二次探底。 在这种宏观背景下，A 股市
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 出现趋势性大
幅调整的概率并不大， 数据震荡反而
带来板块结构性的投资机会。
首先是大消费板块。 它包括传统
消费领域和新兴消费领域。随着中秋、
国庆消费旺季的临近， 酒店旅游、商
业、医药、食品饮料和零售等板块有望
取得良好表现。 尤其是新兴消费领域
投资机会更多，包括移动互联网、教育
文化娱乐、专业连锁、医疗保健等。 其
次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八大战略新兴产
业，包括节能环保、新能源、电动汽车、
智能电网、新医药、新材料等。
第二是大蓝筹板块。 主要包括低
市盈率的蓝筹或行业龙头股。 大盘蓝
筹股仍是所有上市公司中贡献利润最
多的板块。上半年上证 50 指数成份股
公司共完成营业收入 42466.33 亿元，
占全部上市公司营收的 53.39%；实现
净利润 5546.06 亿元， 占全部公司净
利润的 70.65%。 从估值角度看，当前
市盈率低于 15 倍的行业龙头有：银
行、制造业、运输、钢铁、化工等。
第三是大重组板块。越接近年底，
重组的力度越大。 9 月份开始，淘汰落
后产能进入倒计时，央企重组、军工、
钢铁、煤炭、水泥行业等整合提速。 而
地方政府国企改革的力度也在加大，
国资股权挂牌转让、 地方资源整合有
望加快。二级市场上，该板块的特点是
隐蔽性强，一旦爆发就是连续飙停，因
此需提前介入。
第四是大西部板块。包括西藏、新
疆、甘肃等省份的基建、资源类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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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盘股震荡难改大盘强势
金百灵投资秦 洪

本周A 股市场个股行情异常火
爆， 壹桥苗业、 成飞集成等个股的强
劲表现仿佛再现2007 年上半年的疯
牛行情。 但本周末，壹桥苗业等强势
股出现了震荡格局， 创业板指、 中小
板指呈现冲高受阻态势，这也一度引
发了大盘的快速回落。

没有只跌不涨的股票， 所以， 涨多了
就要调整。
二是风险提示的效应开始显现。
这里的风险提示其实有两层含义： 一
是类似于成飞集成的停牌自查， 看是
否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信
息； 另一层含义则是窗口指导， 比如
说
通过营业部的通道向中小投资者
两大因素引发震荡
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 同时， 对部分
本周末A 股市场的震荡走势与 账户进行重点监控，这些均有抑制炒
壹桥苗业等小盘股的宽幅震荡有一 作的作用。
定关联。 一方面，近期市场主流资金
大盘强势仍将延续
的目光已被吸引到中小板、创业板等
小盘股中， 所以， 小盘股的震荡其实
本周小盘股的震荡是否会影响
就意味着主流资金对此类个股的未 大盘的震荡上行趋势呢？ 我们认为，
来走势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分歧， 进而 其影响的程度不会太大。
使得主板市场的走势也出现了同向
首先，目前主板市场一直处于相
波动的态势。 另一方面，小盘股代表 对强势震荡的格局，这意味着蓝筹股
着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比如说动力 的估值并未因为此轮小盘股的热炒
电池等新能源概念， 城市绿化、 医药 而迅速提升。 相反，小盘股与大盘股
等等产业，所以，此类个股的震荡， 其 的估值溢价比还则创下新高， 在此背
实也意味着主流资金对符合产业发 景下，小盘股的回落显然不会对大盘
展方向的相关龙头品种的估值产生 产生较大冲击。 更何况，目前银行、地
了担忧。
产等品种的估值尚处于历史低位区
不过，小盘强势股为何在本周末 域，下跌空间十分有限。
其次，小盘股的调整也可以逐步
出现震荡呢？ 这可能与以下两个因素
有关系。 一是市场具有内在的调整要 展开，分步完成。 毕竟目前创业板、中
求。 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内， 壹桥苗 小板新股的成长性是有目共睹， 而且
业从不到4 0 元跨上百元的大关， 棕 目前市场最为热门的锂电池等概念
榈园林、成飞集成等个股同样连续飙 股也有着一定的产业基础。 有信息显
升。 而世上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 也 示，一块手机锂电池只有4 至5 克电

解液， 但如果是一辆客车， 锂电解液
则有望达到4 0 公斤甚至更多， 这就
意味着在新能源动力汽车渐次产业
化的背景下，锂电池相关个股存在着
爆发式的增长机会。
而本周五市场的实际走势也表
明，中小盘个股的震荡难以对大盘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 盘面显示， 小盘股
在午市前后一度跳水，大盘随之跟随
走低，但幅度相对有限。 而在尾盘，创
业板、中小板指再度企稳。 这其实就
说明了小盘股炒作的确有着较强的
群众基础与产业基础，未来的调整将
通过个股的结构分化来完成， 对市场
的杀伤力相对有限。 如此来看， 不排
除下周初A 股市场仍将延续着本周
强势格局。
逢低吸纳高成长个股

我们认为， 投资者在操作上需
要做好两手准备： 一是对持续炒作
的热门个股保持谨慎， 因为此类主
线有随时出现大幅调整的可能； 另
一方面则对行业景气度较为乐观
的相关个股保持密切关注， 如风
电、 核电、 高铁、 医药、 太阳能、 精细
化工等。 另外， 对尖峰集团、 普利
特、 长源电力、 华银电力、 南京中北
等基本面质地尚可， 且存在着一定
产业突破或整合预期的个股也可
加以跟踪。

时间窗口临近量增价升行情可期

周延续反弹格局， 短期有调
美黄金： 本
整要求，但中期仍有继续走高动力。

上升空间。

特别是新疆、内蒙板块可逢低布局。内
蒙古作为肩负着“
西煤东运”、“
西气东
输”重要使命的能源大省，在规划中必
然会加大煤、 气这些能源产业的扶持
力度，后市潜力很大。

底。 在这种宏观背景下，A 股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出现趋

大盘系统性风险较小
道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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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8 月 30 日至 9 月 3 日）沪深
300 指数又是两天上涨、三天下跌。 而
从 7 月 26 日以来， 已连续 6 周出现“
2
涨 3 跌”或“
3 涨 2 跌”的现象。就指数来
看，近一个半月以来，沪深 300 指数都
围绕 2875 点， 在其上下各 100 点的范
围内波动， 多空双方陷入持续拉锯状
态。 而本周的期指最高点较上周下降，
低点又较上周上升，显示整理区间进一
步收窄，大盘正面临方向性的选择。

■ 期指一周看台

本周一， 股指期货和现货双双高
开，开启了强劲上扬的一天。早盘现货
价格一路上扬， 期货多方的热情也一
路加码。午盘过后现货再创新高，但是
多方主动收缩， 价差下降到 0.7%，持
仓量也下降到 32000 手附近。 周二期
货和现货双双低开， 全天期指一直在
2900 点附近波动。 当天的交易量低于
20 万手， 如果排除结算当周， 这是 5
月 14 日以来单一合约单日成交的最
低值。周三行情与周二形成强烈对比，
振幅达到 2.5%， 这是近 12 个交易日

中的最大值。当天的行情十分戏剧化，
早盘期指一度大涨 0.98%， 到 14 点
35 分反而变成下跌 1.52%。 在期指的
大幅震荡中，多头依然保持了主动。周
四的期现价差平均值下降为 0.42%，
持仓量最高只有 30780 手， 远不如周
三的 35609 手， 收盘持仓量也下降了
1919 手。 以上的数字说明，周三多方
抄底后，周四趁高开迅速获利了结。周
五的行情则明显表现为盘中的 “
假
摔”。 在“
假摔”前，期现价差就迅速下
跌到 0.48%，而持仓量则是一路上升；

在现货触底的同时，持仓量又下降，并
且回到原来的水平。
我们前期曾一再指出，区分期指是
短线行情还是中长线趋势，持仓量是关
键。持仓量创新高，大盘就能创新高。而
9 月合约在 8 月 19 日创下持仓量的新
高后，无论价格还是持仓量一直未能再
度突破。 本周 9 月合约收盘持仓量最高
点出现在周一，为 27880 手，略低于 8
月 19 日的 28031 手， 是该合约目前的
次高值。 而本周盘中最高持仓量出现在
周三， 为 35609 手， 也略低于 19 日的

35737 手，亦是目前的次高值。 周三之
后，9 月合约收盘持仓量连续下降，周五
收盘仅剩 23587 手。 这个数字甚至比 8
月 18 日的 24124 手还要低。
数据显示，期指 5、6、7、8 月这 4 个
合约持仓量的最高点都是出现在月中，
而且从来没有出现在到期日的前 5 天
之内。目前，9 月合约只剩下两周就要结
算。 如果下周持仓量再见不到新高，那
么下下周再创新高的可能性就很渺茫
了。 为此，我们认为大盘要创新高，持仓
量是关键，而时间窗口就是下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