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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集聚A股大涨 “春季躁动” 行情启幕
证券时报记者 钟恬
A股在春节长假后的首个交易日
继续派发“
红包”，深证成指、创业板指
飙升逾 3%，上证综指也涨超 1%。 盘
面上，题材股全线活跃，市场人气明显
提升， 尤其是与春节相关的概念股人
气爆棚， 农林牧渔板块涨幅高达
5.38%，酿酒、旅游、传媒娱乐、家居用
品等涨幅均超过 3%，而通信、软件服
务、5G 等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的科技题
材板块也纷纷爆发。分析人士表示，随
春
着沪指站上半年线，A 股有望拉开“
季躁动”行情序幕。

沪指站上半年线
猪年的首个交易日中， 伴随着春
节前商誉减值风险的释放， 在节后流
动性回暖以及新政策预期的刺激下，
市场活跃性明显提升，多数分析认为，
节后开门红预示好兆头。
最令市场兴奋的是， 上证综指和
深证成指站上了半年线(120 日均线)。
上证综指自 2018 年 2 月 6 日失守半
年线以来，时隔一年，终于重返半年线
上方。 而创业板指经过连续两个交易
日的上攻， 昨日则一举站上 1300 点。
两市共成交 3199 亿元，较上一交易日
增加 582 亿元。分析人士表示，随着沪
指站上半年线，A 股有望拉开“
春季躁
动”行情序幕。
盘面上，个股呈现普涨格局，多点
开花。 两市仅有 80 股下跌，仅 4 只跌
停；而涨停的个股有 77 只，涨幅超过
5%的则有 293 只。 农林牧渔、通信、酿
酒、软件服务、猪肉、小米概念、5G、苹
果概念、次新股等板块表现强劲。
消息面上，春节后首个交易周，央
行公开市场共计有 10635 亿元资金到
期，其中包括到期 MLF(含 1 月降准置
换)4025 亿元， 资金面整体格局有望
保持大体宽裕。 更重要的是， 按照惯
例，3 月份将召开全国两会，未来大规
模减税降费政策有望出台， 这将缓解
投资者对于宏观经济的担忧。
关于中美贸易磋商的良好预期，
对于节后开门红也有极强的信心提振
效应。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 2 月 14
日至 15 日在北京与美国贸易代表莱
特希泽、 财政部长姆努钦举行新一轮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将在不久
前华盛顿磋商基础上， 就共同关注的
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
另外，此前影响 A 股的一系列负
面因素正在逐步消除。 例如 1 月份拖
累中小盘个股的商誉地雷基本告一段
落、股权质押风险得以减轻、新的《
融
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 将于近期落地
等。多方面利好的助推，使得春季行情
继续向纵深演绎。

幅高达 5.38%，居两市各大板块之首。
雏鹰农牧、新五丰、唐人神、傲农生物、
天邦股份、正邦科技、牧原股份 7 只猪
肉概念股涨停。业内人士认为，虽然非
洲猪瘟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需求回
暖，但伴随春节因素，整体上需求向好
仍将提升及支撑猪价。
白酒板块昨日以 4.69%的涨幅紧
随其后，其中贵州茅台大涨 4.71%，股
价重新站上 700 元关口， 总市值超过
9000 亿元。 泸州老窖、古井贡酒和五
粮液等也大涨超过 5%。 招商证券认
为，今年春节旺季动销符合预期，在强
势品牌良性动销、 外资持续流入背景
下，确定性品种估值修复空间更大，建
议继续关注品牌力超强、 全年盈利预
测确定性高的品种。
此外， 今年春节贺岁档票房高卖
也推动了影视板块的表现。 今年是近
10 年来上映影片数量最多的春节档
期，共有 14 部电影上映，其中《
流浪地
球》 成为 2019 年春节档电影票房冠
军， 受益股北京文化一马当先强势涨
停，文投控股、上海电影也涨超 3%。
春节出游也已成为一种常态，今
年春节预计 4 亿人次选择 “
旅游过大
年”，出境游人次约 700 万，中国国旅、
国旅联合、天目湖、西安旅游等表现活
跃。 此外， 与过节紧密相关的家居用
品、 家用电器和食品饮料板块中也有
不少个股表现抢眼。
除上述春节概念股外，通信设备、
科技新基建”为特征的
5G 概念等以“
板块持续活跃，个股掀起涨停潮，包括
邦讯技术、东信和平、春兴精工、东方
通信、初灵信息、实达集团等 10 多只
个股涨停。

北上资金单日成交309亿
增持龙头股题材股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农历新年后首个交易日 A 股迎
来开门红， 外资也继续保持了节前加
仓力度，北上资金在 2 月 11 日成交金
额达 309 亿元， 创下今年来单日成交
最高金额。 据统计，2019 年以来，北上
资金累计净买入 A 股互通标的合计
708 亿元，其间，北上资金除了偏好传
统白酒股龙头，最新还补仓了医药股，
另外不同程度增持了苹果概念股、猪
肉概念股等题材股。

茅台重上700元

北上资金持续活跃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 最隆重同时
也是最富特色的传统节日， 自然离不
开吃喝玩乐， 昨日相关概念股多数应
节走强。
在猪年 A 股首个交易日，猪肉概
念股领衔农林牧渔板块应声爆发，涨

2 月 11 日，A 股两市放量成交，
创业板指大涨 3.53%， 互联互通市场
活跃度也显著提升， 北上资金成交金
额创年内新高， 但净买入环比节前有
所收窄，降至 46 亿元。
2019 年开年以来北上资金对 A
股保持全速加仓态势，其间仅出现了
两次单日净卖出， 累计净买入达到
708 亿元， 而 1 月份净买入金额创下
历史单月最高金额。其中，1 月 31 日，
北上资金通过沪、深股通分别净买入
A 股约合 53 亿元和 34 亿元，合计金
额刷新了今年以来单日净买入最高
纪录。
据统计，今年来，沪、深股通净买
入金额基本持平。 另据 e 公司统计，1
月份以来中小板与创业板获北上资金
加仓，推算金额超过 128 亿元。
从国际指数公司角度而言，A 股纳
入范围将扩大， 据 MSCI 公布时间表，
除了在今年分阶段扩大 A 股大盘股纳
入因子， 还计划到 2020 年 5 月份将中
型市值股票纳入因子扩大至 20%；港交
所方面也作出过表态，行政总裁李小加
已明确表示， 互联互通现有机制下，获
准买卖股份多属于大、中型企业，未来
沪深港通覆盖范围将扩大。
不过， 近期由于资产减值等因素
拖累，对中小创板块基本面产生影响。
申万宏源统计， 创业板累计归母净利
润增速显著下行，即使剔除减值因素，
创业板业绩仍处于下滑趋势， 环比利
润增速创下 2010 年来最低值，而中小
板净利润增速也出现下降。但是，从市
场表现来看， 部分计提减值个股逆势
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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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把脉A股：已在筑底 不纠结具体点位
证券时报记者 曾炎鑫
昨日 A 股出现猪年开门红，在鼓舞
投资者士气的同时， 也印证多位分析师
的看多观点， 即对新年后市可保持更积
极态度，其中一些分析师更表示，现在 A
股正处于筑底阶段， 建议投资者布局成
长股、高股息个股。

已在底部区域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 研究部主管
洪灏给出了对 A 股的积极预判。
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洪灏直言，
中国市场已经停止创新低， 进入底部区
域。 昨日盘后， 洪灏对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虽然未来数月经济数据仍将疲弱，但
中国经济短周期已运行到底部， 资产价
格也开始随之修复，尽管如此，筑底过程
依然会一波三折。
洪灏认为， 除非贸易谈判不及预期，
在底部区域中，长期价值投资者不应斤斤

计较短期的价格波动。 事实上，在底部
预测非常具体的最低点没有太多意义。
同样对 A 股市场持有积极态度，
国金证券策略分析师李立峰表示，当
前 A 股处于历史估值的低位，待其风
险逐步释放后， 趋势性机会也就悄然
而至了。 整体来看，2019 年 A 股机会
远大于风险。
李立峰认为，上半年制约 A 股上
行的困局仍在于企业盈利，A 股大概
率处于“
反复筑底”的阶段，当预期逐
步明确时， 市场筑底的过程就基本告
一段落， 市场将在底部区间内逐步抬
升指数中枢位置。
李立峰表示，在“
中美贸易摩擦总
体可控，国内通胀未实质性回升”的大
前提下，2019 年 A 股大概率仍存在结
构性的投资机会。 指数运行的轨迹比
较曲折， 因此行业配置重点有两条主
线：消费升级，受益于居民收入增速提
高的消费升级仍然是值得重点挖掘的
投资机会；高端制造，加快制造强国建

设，实施重大短板设备专项工程。

布局成长
和高股息双主线
“
2019 年市场没有什么问题，前半年
可能相对差一点，后半年会越来越好。 ”
在中信建投证券首席证券分析师张玉龙
看来，A 股今年的上涨逻辑较为明确，主
要是预期 2019 年信用利率将有所降低、
整体产出水平下降、政策面有支撑。
张玉龙表示， 今年与去年的最大区
别， 在于随着经济放缓、 银行资本金补
齐，信用利率会缓缓下行，后者会抬升市
场整体估值水平。 鉴于整体产出水平会
有所下降，在这样的市场环境里，成长股
会拥有更高的利率弹性。
张玉龙认为，从投资策略来看，2019
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下行，并逐步转型，信
用利率逐步下降是全年的投资主线，并
预期市场在 2019 年间出现底部窄幅震
荡，且三至四季度逐步走高。

张玉龙建议， 投资者坚守和布局信
用利率下行的投资机会， 持续看好通信
（
5G）、计算机和电子为代表的成长板块，
看好券商为代表的金融高股息板块。 科
创板、区域一体化和先进制造是 2019 年
持续的主题。
东吴证券策略分析师王杨表示，进
入 2 月， 市场开始迎来真正的 “
春季躁
动”，结构上看好成长股。 以一至两周的
时间维度来看，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在于，
蓝筹板块的调整会不会影响 A 股的系统
性风险偏好，继而拖累成长股表现。 但即
便如此，仍是成长股逢低布局的机会。
此外， 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所长孙金
钜对成长股也给出了积极观点。 孙金钜
称，2019 年中小盘影响因素中边际变化
最大的是政策的放松， 尤其是并购重组
政策的持续放松， 将带来投资者对于中
小盘股风险偏好的边际提升。 同时叠加
中小创业绩在 2018 年见底企稳，未来货
币政策稳健适度宽松，2019 年中小盘股
将迎来结构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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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狐尾松资产董事长王代新
对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表示， 依旧
看好龙头股价值。 北上资金以机构
投资者资金为主，估值为主要因素，
这几年各行各业中的“
马太效应”日
渐明显，强者愈 强 ， 相 对 而 言 ， 一 些
中小盘股的高成长性被证伪， 加上
此前估值又偏高， 需要一个漫长的
价值回归过程。

看好部分题材股
从成交活跃股来看， 北上资金继
续偏好传统的白酒和家电股， 贵州茅
台、五粮液与美的集团、格力电器、青
岛海尔获大幅加仓， 但洋河股份被减
持；同时，医药股也重获加仓，恒瑞医
药获增持。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进一步统
计发现，不仅大市值医药股获青睐，创
业板医药股标的也获迅速加仓。 据 e
公司统计，今年 1 月来，贝达药业、药
石科技、我武生物、欧普康视、华大基
因等均获快速加仓。
北上资金还挑选了近期热门猪
肉、苹果概念等题材股。作为兽医疫苗
股，2 月 11 日生物股份首次登榜沪股
通成交活跃股， 获净买入 9024 万元。
从股价走势来看， 自 1 月 31 日触底
后， 生物股份连续放量上攻，2 月 11
日收盘上涨 7.43%。
天风证券此前指出， 非洲猪瘟疫
情加速生猪行业产能去化， 公司估值
已在历史低位。 加上仔猪料销量在
2019 年已步入近年来的相对低点，母
猪淘汰速度大幅加快。 今年生猪行业
出栏量减少是大概率事件， 但减少幅
度较难预测， 此前公司股价过度反应
了下游需求增速放缓的预期。
另据 e 公司数据统计，今年以来，
生猪育种上市公司牧原股份成为北上
资金加仓速度最快标的， 虽然其间仅
5 次登榜成交活跃股， 但持股比例在
节前已增至 2.09%，截至 2 月 11 日累
计涨幅约 32%。
另外， 北上资金最新对部分苹果
概念股予以增持，包括立讯精密、大族
激光等 2 月 11 日获北上资金净买入。
其中， 立讯精密上修了业绩， 预计
2018 年盈利最高将近 28 亿元， 同比
增长最高达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