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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市 场 波
动加大，部分热门

赛道出现回调。在这样的背
景下，基金机构挖掘市场机会的视
角出现明显变化，一些中小市值股票，
甚至是相对冷门的行业和公司，获得基
金机构的密切关注。无论从近期机构

的调研情况，还是从中小市值公
司半年报透露的信息来看，
这样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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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开证券投资顾问 盛辉

□私募基金经理 祁大鹏

对于这种“下沉式”的掘金方
式，业内人士表示，A股市场年内大
概率延续结构性行情，但此前过于
极致的分化现象或将有所改变。寻
找中小市值的“小而美”机会，有望
成为超额收益的主要来源。

中小市值股票受青睐

春节之后，白马龙头股普遍出现较大幅度
调整，热门赛道交易逐渐拥挤，近期也开始震荡
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基金机构开始瞄准中
小市值公司，这一趋势在近期机构调研中逐渐
体现出来。

Wind 数据显示，7 月以来，基金、券商等机
构一共调研了548家公司，其中184家公司被机
构调研次数在 2次及以上。调研次数排名前两
位的是佳禾食品和东威科技，调研次数分别为
11次和10次；紧随其后的是欧科亿、汉钟精机、
神州细胞，调研次数均为9次。

这些多次被机构调研的公司普遍市值不
大，佳禾食品、东威科技、欧科亿的市值均不到
100 亿元，汉钟精机的市值接近 130 亿元，神州
细胞的市值在300亿元左右。

调研基金公司家数最多的是海康威视、迈
为股份、长春高新，均被超过 100家基金公司调
研，调研的基金公司分别达到111家、107家、106
家。另外，还有歌尔股份、天华超净、盐津铺子
等11家公司被超过50家基金公司调研。

在被多家基金调研的公司中，不乏市值不
足百亿元的公司。比如盐津铺子、伟思医疗、科
德数控等公司市值都在 100 亿元以下；华阳集
团、虹软科技、创业慧康、英维克等公司市值都
在 100 亿元到 300 亿元之间。市值只有 80 多亿
元的伟思医疗，7月调研的基金公司中就包括了
兴证全球基金、华夏基金、南方基金等多家知名
基金公司。

半年报透露玄机

除了机构调研外，陆续披露的上市公司半
年报也显示出，不少基金机构早已在中小盘个
股中“排兵布阵”。特别是一些公募基金独门重
仓股，市值偏小、行业偏冷门的情况明显。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11 日，在已披露

中报的上市公司中，二季度末仅有1家公募基金
持股的公司有34家。从流通市值来看，这34只
个股的平均市值仅为 53.80 亿元；从行业上来
看，这些个股大多不属于热门行业或领域。

例如，和邦生物半年报显示，公司前十大流
通股东名单中，仅有华安精致生活一只公募基
金产品，该产品持有和邦生物 4407.15 万股，该
股最新市值为208亿元。另外，兴发集团在二季
度末成为大成基金的独门重仓股。半年报显
示，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和大成睿景灵活配置分
别持有兴发集团 1543.89万股和 875.57万股，位
列兴发集团的第六和第九大流通股东。经过 7
月以来的快速拉升，兴发集团最新的流通市值
为254亿元。

此外，健民集团在二季度成为中欧基金周
蔚文的独门重仓股，他管理的中欧新蓝筹灵活
配置和中欧新趋势分别持有健民集团303.48万
股和 228.47 万股，位列健民集团第五和第七大
流通股东。尽管经历了7月以来的上涨，健民集
团最新的流通市值还仅为74亿元。

寻找超额收益

基金机构开始关注中小市值股票，背后的
逻辑来源于机构对于市场的研判。基金机构普
遍认为，年内A股市场将延续结构行情，但是分
化不会过于极致，需要从多方面寻找机会。

广发基金宏观策略部指出，权益市场仍会
有结构性机会。从基本面角度看，受益于原材
料价格下行带来的毛利率提升，以及需求端的
高景气度，偏成长风格的高端制造业有望延续
强势表现。

申万菱信基金权益部投资总监付娟指出，过
去半年多以来，市场风格发生了剧烈的转变。现
阶段市场从大市值龙头向中小市值公司的风格
切换未必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或将是一个中期过
程。经济新亮点将层出不穷。上市公司业绩增
速的变化趋势和流动性节奏，决定了今年的投资
方向或以偏中等市值且低估值的公司为主。

华安基金饶晓鹏分析称，过去两年 A 股估
值扩张比较快，全市场能取得较高的收益率主
要是来自于估值的提升。下阶段投资应把合理
的估值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放弃不符合收益风
险要求的标的。此外，虽然经过两年上涨之后，
当前的投资机会少了一些，但对估值没有泡沫
的板块或公司，其自身的产业逻辑、成长逻辑值
得关注和研究。 据中证网

“下沉式”选股
基金机构掘金“小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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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标准，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周四，上证指数跳空低开，全天多
数时间在前收盘点位下方一点的位置
震荡整理，终盘以小阴线报收，成交量
较上一个交易日无明显变化。盘口显
示，沪深两市盘中被动性卖盘略有增
加，这种市场特征基本符合目前的大盘
形态，唯一不足的被动性卖盘增幅略
小。请各位注意，今日开始的四个交易
日，上证指数攻击3600点的可能性比较
大，如果这个时间段多方没能上攻3600
点，大盘就会先回调在上攻，即使回调
上升，形态也不会发生变化，只是在正
式突破 3600 点前多做一小段时间震荡
整理而已。

技术形态上看，上证指数 60分钟 K
线提示，大盘只要在3500点上方顶住抛
压，短线还是具备直接攻击3600点的能
力。短线来看，上证指数周五早盘如果
能够攻击到3550点附近，60分钟级别的
震荡或小幅调整就可以认定结束，多方
可能会选择试探性攻击上方的压力
位。上证指数日线对应先行指标 CCI
继续在非常态区间边缘震荡，说明大盘
的抛压并不大，做多能量暂时略占优
势。按照其形态测算，多方短线无论是
否能够有效向上突破，短线上证指数都
有机会再做一次向上攻击。逃顶抄底
RSI 也运行到比较敏感的位置，多方只
要守住目前位置，逃顶抄底 RSI 就可能
再次走强。实际上，截至收盘，小级别
形态对应的上述指标都发出了可能再
次走强的信号，预计周五早盘，大盘能
否走强就会明朗。

创业板指数跳空低开，开盘点位直
接跌破了上升趋势线，盘中高点触及上
升趋势线后遇阻回落，终盘以中阴线报
收，成交量无明显变化。前日我们谈到
创业板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确认支撑
线，昨日有效跌破说明短线做空能量再
次释放，这对创业板指数来说是非常不
好的一种走势。如果多方不能马上将
指数推高到3450点之上，创业板指数短
线形态就会走弱，跌破3300点回补下方
的缺口的概率就比较大。科创 50 指数
是所有指数中形态最好的，昨日冲高回
落并没有改变科创50指数的强势形态，
唯一不足的是昨日该指数收盘点位低
于1595点，如果今日指数能迅速的站到
1595点之上，就可以认定科创50指数的
整体形态转强，指数再次攻击上方压力
位并有效突破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操作上，即使大盘今日不能再次转
强，选择短线回调，大盘在3500点左右也
会有比较强的支撑。因此，笔者维持之
前的观点，大盘震荡上涨的形态不会改
变，基本面较好中低价个股会再次强势
上攻，前期已经向上发力且涨幅较大的
中低价个股震荡之后也会继续强势上
行，逢低关注这类个股是最好的选择。

大盘短线能否走强
今日早盘或将明朗

周四，大盘在周末消息面偏向
利空的影响下，两市大盘低开低走，
盘中最低回踩 3513 点附近，随后有
色、钢铁等资源股拉升，带动大盘出
现反弹翻红，但最终因为大盘上涨
没有量能，保险、地产等蓝筹股走
弱，引发大盘以下跌报收。盘面上，
汽车整车、有色、半导体及元件涨幅
居前，国防军工、饮料制造、房地产
跌 幅 前 列 。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跌
0.22% ，报 收 3524 点 ；深 成 指 跌
0.79%，报收 14901 点；创业板指跌
1.47%，报收3386点。

技术上，沪市大盘 15 分钟和 30
分钟图上的MACD指标顶背离现象
已经传递到了60分钟图上，提前发出
了日线级别调整的信号；7月26日跳
空低开的缺口3550.40点上方堆积的
套牢盘抑制了股指的上冲动能，大盘
需要通过宽幅震荡消化上方的套牢
筹码以后才能向上去突破。今日是
大盘于 7月 28日波段低点后出现反
弹以来的第13个交易日，容易出现过
渡性拐点，预计大盘出现回落调整的
概率大。今日沪市大盘股指向上反
弹的盘中压力位分别是 3535 点和
3545点。回落调整的盘中支撑位分
别是3513点和3507点。

昨日市场的盘面看，大盘进入短
期震荡期，主要原因是上方筹码密
集，抛压正在逐步增大。中报披露窗
口业绩不确定性也将加剧个股的波
动。市场情绪需要通过调整的方式
来逐渐积累做多共识。不排除短期
出现再次回撤的可能。操作上，逢低
关注金融、“碳中和”概念、信息技术、
新材料、农林牧渔、“中”字头股及股
价处于底部二线蓝筹股，回避前期涨
幅过高股及高估值股。

大盘短期承压
或进入震荡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