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渤海证券西安劳动南营业部冯小军

� � � �上证指数始终受到自

3478

点以来下

降压力线的压制， 由

3478

点至今沪指加

权平均指数在

2900

点附近， 期间并未出

现猛烈而大幅上攻， 充分说明大盘面临

巨大压力。 因此， 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

时间上， 指数都有必要进行充分蓄势以

完成消化压力的过程。 从时间窗口来看，

美债危机牵动全球金融市场神经。 下半年

大盘震荡格局难破， 将走在寻找并确认底

部的途中。 但就大的格局而言， 预计在确

认底部后上证指数将会在

3500

点之上寻

找大

B

浪的终点。

江海证券哈尔滨石头道营业部张乃一

资金政策预计会有变化， 虽然不能全面放

开， 但从紧应该接近尾声， 发生时间保守估计

应该在

10

月份以后， 但市场反应时间可能会

大大延后。 大盘目前正在形成下跌

C

浪， 理论

计算下挫点位应该在

2369

点一线， 届时会和

2010

年

7

月份的

2319

点在月

K

线上形成 “双

底”。 板块方面， 会有较多的操作空间， 主要集

中在题材和投资主题有 “确定性” 方向。 操作

上， 除短炒题材板块一般有

3～5

天的机会外，

更多的是利用技术进行操作， 缩小盈利预期。

海通证券杭州文化路营业部陈定

� � � �对经济转型期的

A

股市场预期不应

过高， 预期

A

股市场出现趋势性的大牛

市是不现实的。 上半年的各项经济数据

表明， 经济增速处于合理水平， 政策放

松预期落空， 抑制通货膨胀、 稳定物价

仍然是目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但投

资者对下半年的行情也不用太悲观， 指

数将经历较长时间的修复， 震荡盘整的格

局将是下半年行情的主基调。 在流动性有

效释放前，

2600～3000

点将是上证指数的运

行区间。 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大背景下， 轻

指数重个股是市场行情的重要特征。 可关

注新兴产业、 航天军工板块， 还有中报业

绩良好、 且有持续性的相关个股。

宏源证券大连友好路营业部李熊伟

� � � �从全球经济看， 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并

不乐观， 而欧债危机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日本震后经济前景也极为黯淡。 而国内市

场普遍认为下半年通胀压力将有所缓解，

但是依旧不乐观， 短期内货币政策出现松

动的可能性不大。 下半年国内货币政策还

将集中在抑制通胀和防止经济下滑中博弈，

而

A

股目前估值水平处于低位， 出现大幅

下跌的可能性也不大。 下半年股指还是维持

一个区间震荡格局， 股指在

2600～3200

点

之间震荡是大概率事件。 主要关注经济结构

转型过程中受益的大消费概念及成长性良

好、 业绩预期比较明确的中小板块个股和受

益于国家政策大力扶植的中西部区域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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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证券鹤岗营业部王伟

� � � �我国

2011

年全年通胀再创新高的可

能性不大。 前期的货币政策收紧已经对实

体经济带来一定冲击， 通胀回落和经济下

行将考验政府底线， 预计政策会逐渐放

松， 以防止经济的进一步放缓。 稳健货币

政策下， 证券市场并无制造流动性行情的

能力； 新经济周期初始阶段， 总体企业利润

不会有良好表现， 证券市场只能是大箱体运

行格局。 把握好阶段性行情与结构性行情，

是

2011

年下半年盈利的关键因素。 下半年

建议重点考虑布局大消费及新兴产业相关公

司的投资机会。 （本版文章由伍泽琳整理）

西部证券汉中兴汉路营业部闫少林

� � � �当前， 持续攀升的通胀以及不断紧缩的

政策， 宏观层面的不稳定预期成为了股市最

大的困扰因素。 按照股市在经济过渡期的基

本规律， 预计下半年市场难有趋势性的涨

跌， 或者说仍难以摆脱箱体震荡的基本格

局。 如果政策放松力度超预期， 上证指数有

望挑战

3400

点的箱体上轨。 但如果出现政

策超调的风险， 股指就会跌破箱体下轨， 上

证指数就会考验极限位置

2300

点的支撑。 下

半年经济的走向决定于政策， 而政策的松紧则

依赖于通胀压力的大小。 基于对下半年的通胀

压力缓和， 经济政策会不松不紧、 经济总需求

平稳的判断，

A

股市场的悲观情绪应该会得到

缓和， 市场可望迎来 “估值修复” 式行情。

国海证券北京和平街营业部张敏洁

� � � �鉴于内外因均存在较为复杂的因素， 维

持对下半年行情的整体判断中性偏谨慎。 国

内， 控通胀与防止经济下滑的情况并没有

得到明显改善。 政府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

有两点， 即抗通胀和调结构。 抗通胀， 预

示着紧缩货币政策不会改变。 这打破市场

对三季度末政策有可能松动的预期， 资金

面仍趋紧张。 调结构， 表明国家将继续扶持

新兴产业。 而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时间， 没

可能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形成强力拉动。 在

这样的环境下，

A

股市场酝酿确定性上涨行

情的机会比较小。 外因方面， 世界经济上涨

缺少动力， 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此起彼伏， 更

加剧市场担忧。

江海证券哈尔滨石头道营业部姜凯波

� � � �下半年， 基本面上由于货币政策持续紧

缩， 造成市场资金面的捉襟见肘， 市场很难

有向上的趋势性行情。 同时， 下半年直接融

资规模会比上半年增加很多， 尤其是大盘权

重股有急切的首发 （

IPO

） 和再融资需求，

同时还有很多解禁股将上市流通， 这些将会

加快资金从市场流出的速度， 使得资金面更

是雪上加霜。 此外， 股谚有云 “通胀无牛

市”， 目前国内又处于

20

年来的高通胀阶段。

基本面上的这些利空要素会制约市场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