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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开证券投资顾问 盛辉

□私募基金经理 祁大鹏

周二，三大股指集体走弱，沪指
失守 3500 点，创业板指日线五连
阴 ，个 股 呈 现 普 跌 态 势 ，两 市 近
3900股下跌，上涨个股仅500余只，
市场情绪退潮明显，两市成交连续
第 20 个交易日破万亿。CRO、半
导体芯片、白酒等板块领跌两市，抽
水储能概念受利好刺激逆势走高，
军工板块午后明显异动，但没有能
带动市场的核心题材，高位题材股
杀跌严重，致远新能、永福股份、密
封科技等多股跌超 10%。截至收
盘，沪指跌 2%，报收 3446 点；深成
指跌 2.33%，报收 14350 点；创业板
指跌 2.34%，报收 3224 点。北向资
金全天净买入14.74亿元，早盘一度
净买入超50亿元。

技 术 上 ，沪 市 大 盘 120 分 钟
MACD 指标出现绿色柱和两条指
标线形成死叉，显示短线调整还有
下跌动能；受到周线图布林带中轨
压制回落的股指有靠近下轨道线

（3375点）的欲望。因此，认为大盘
向下构筑双底形态，调整的目标位
回 补 7 月 29 日 跳 空 高 开 缺 口

（3361.59 点）的概率大。创业板更
是出现了罕见的五连阴，其下跌趋
势也是再度确认，沪指则是在六连
阳，连续冲击 60 日线未果后，昨日
呈现出一个中阴杀跌，这样的调整
对于投资者信心的打击还是颇大
的。今日沪市大盘股指向上反弹的
盘中压力位分别是 3458 点和 3469
点，回落调整的盘中支撑位分别是
3437点和3418点。

进入8月份，市场反复中迎来剧
震，在这个过程中，继续规避高位高
估值品种，耐心等待指数调整结束信
号的出现。市场依旧是风格轮动的
结构行情。操作上，轻指数、重个股，
逢低关注金融、“碳中和”概念、化工、
农林牧渔、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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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消费、
地产的超跌反弹，先观望为好。

大盘或向下
构筑双底形态 粤开证券陈梦洁、姜楠宇分析认为，

8 月 A 股市场处于震荡期，国内外宏观风
险的扰动将会增加。交易层面，前期涨幅过大、
预期过高、交易过度拥挤的成长股，短期可能存在补跌
风险。但中期 A 股没有系统性风险，预计市场在经历一
定震荡整固后，成长牛、结构牛仍将继续，高景气成长股
仍将是 A 股主线，投资者可以积极把握短期调整带来的
布局机会。

配置方向积极把握短期调整带来的布局机会：短期
交易层面来看，市场赚钱难度提升。新能源车、半导体等
高景气板块交易已经较为拥挤，短期可能存在补跌压力。

中长期来看，在流动性预期适度宽松之下，资金或继
续追捧少部分高景气板块。根据 2021 年的预期 PE 以及
预测净利润增速，性价比较高（PEG<1）的板块包括电气
设备（新能源）、电子（半导体）、机械设备、汽车、通信等。

万联证券徐飞、赵达则认为，本周市场偏好风格有
所转换，自二季度起表现相对强势的科技成长板块周内
出现震荡调整，而此前股价承压估值回落的大消费白马
和大金融蓝筹出现回弹。结构性机会仍为近期投资主
题，配置上建议平衡高景气度制造成长板块和估值性价
比显现的白马蓝筹，另需关注中报季超预期或低于预期
的板块。具体配置中，推荐高端制造业中的新能源、半
导体、光伏、军工、工程机械和通信设备龙头；消费中的
家电、轻工家居、医药及器械、CXO、医疗服务；另可关
注地产、券商的龙头；主题方面关注碳中和、自动驾驶和
茅指数。

据中国证券报、Wind资讯

四大类外资在持续行动
长远布局仍正当时

周二，上证指数早盘冲高后震荡下行，10
时 30 分之后多方有一次比较好的向上发力的
机会，但成交量并没有配合，指数没能向上发
力就开始加速下行，终盘以中阴线报收，成交
量无明显变化。盘中沪深两市的盘口出现了
明显的变化，前期我们曾经谈到支持大盘上
涨的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上涨的时候沪深
两市成交量要放大到 14000 亿元或更多，另外
一个是被动性卖盘大幅增加，而昨日沪深两
市下午被动性卖盘增加比较明显，这可能与
指数下跌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种被动性卖盘
一 旦 被 消 化 掉 ，大 盘 向 上 的 压 力 也 就 会 减
轻。因此，此次的下跌只会为之后指数震荡
上涨奠定基础，不会因此而中期转弱。

技术形态上看，上证指数短线跌破了比较
重要的支撑线，这条技术线对应的点位是 3470
点左右。跌破技术线后开始考验 3312 点以来

最重要的支撑位。需要强调的是，昨日大盘没
能向上突破，短线跌幅有点大，时间节点的最
后一天理论上还有机会向上突破，但机会已经
很小。大盘短线上攻失败后会重新聚集能量，
不会太久就会完成上攻 3600 点的任务。短线
来看，即使大盘短线调整，其向下的空间也不
大，特别是创业板指数即将下探到 1184点上涨
以来最重要的支撑线，直接跌破的概率很小。
另外，昨日大盘收出中阴线，沪深两市的成交
量并没有大幅放大，说明大盘做空能量并不是
很强，可以说大盘的成交量传递了其后不会太
久指数会再次上涨的信号。

创业板指数盘中低点已经接近了非常重
要的上升趋势线，这条趋势线是创业板指数中
期强弱的分界线。正常情况下，创业板指数在
这个在这条趋势线附近会再次获得支撑，并向
上运行。可以说，未来几个交易日对创业板指

数来说至关重要，多方只要守住这条趋势线，
创业板指数就具备再次创出新高的能力。反
之，如果有效跌破这条趋势线，未来几个月创
业板指数都很难再次走强，目前看指数顶住抛
压，守住趋势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科创 50指
数再次考验 1500点左右的支撑，这个位置是科
创 50指数中期强弱的分界线。笔者认为，科创
50 指数在上述位置获得支撑的可能性也比较
大。

操作上，不要因为指数暂时出现了较大
幅度的下跌，就对未来的走势过于担心，暂时
的下跌实际上是为之后涨得更高夯实底部。
因此，笔者维持之前的观点，大盘虽然没能在
重要的时间节点形成突破，但之后稍作整理，
还是会重新攻击 3600 点，其后也会顺利创出
年内新高，继续建议关注基本面较好的中低
价个股或中小市值个股。

继续看涨还是改变观点看跌呢？

本版内容及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对所述证券的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本文作为投资决策的唯一标准，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震荡整固后，成长牛、结构牛仍将继续，
高景气成长股仍将是A股主线

17 日午后，A 股风
云突变。

在两市成交连续第
20个交易日破万亿元的
同时，A 股午后单边下
挫。

与此同时，基金大跌
也再次冲上微博热搜。
不少投资者发出灵魂拷
问：“基金亏了，死守会
回本吗？”

对于昨日大跌原因，
有市场人士表示，本质上
还是几个热门板块短期
涨幅过大，市场短期有调
整需求。

8 月，A 股上市公司 2021 年中报进入密
集披露期，“小而美”次新股站上风口。

Wind数据统计，截至8月16日，2020年以来上市公司，已有
230家公布了 2021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在公布业绩预告中，业
绩预增106家，略增59家，续盈9家，扭亏9家，预喜率79.57%。

不过随着近期市场高位震荡，大股东减持意愿也快速升温，
Wind数据显示，6月份，净减持金额超500亿元，7月虽有所减少，但仍高达440
多亿元，仍在市场高位，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减持意愿亦有所增强。

而7月以来有127家公司净减持金额超过亿元，其中53家公司净减持金额
超过3亿元，比亚迪净减持金额最高，超过24亿元；华熙生物、英科医疗、中微公
司、绝味食品、玲珑轮胎、深信服、利亚德、康泰生物等多公司净减持金额均超过
10亿元。

市场分化大

近期，市场分化加剧，但外资对 A股的看好
和行动一直在持续。

首先，北向资金方面，Wind数据显示，8月16日，北向资金尾盘
加速流入，全天单边净买入62.02亿元，净买入额创7月28日以来新
高，结束了此前连续 3个交易日小幅净卖出，而且单日大幅净买入
也远大于此前3个交易日的净卖出之和。

自沪深港通开通以来，北向资金已累计净流入1.45万亿。可见
外资一直在长期买入，短期随行情波动会有所买卖，但大方向一直
未变过。

其次，外资还不满足仅通过沪深港通进场，还纷纷通过QFII买
入。Wind数据显示，目前共有 61家 QFII直接持有 A股，合计持仓
数量为116.75亿股，持仓市值达2928亿元，规模较大。其中新加坡
华侨银行、瑞士联合银行、摩根大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荷兰安智
银行、澳门金融管理局、高盛集团、加拿大年金计划8家持仓市值均
超100亿。

此外，还有国际投资公司积极通过组建基金公司进入中国市
场，Wind数据显示，此前中外合资的公募基金早有多家成立并发行
了众多产品，目前共有44家中外合资的基金公司在国内运行，合计
掌管的基金规模已达11.08万亿。其中华夏基金规模最大，各类基
金资产达到9516.57亿，其由中信证券、加拿大鲍尔公司等组建。紧
随其后嘉实基金、富国基金两家基金规模也在 8000亿以上。而这
些中外合资基金公司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

现如今，外资全资进场发行基金也来了，8月16日，贝莱德官方
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贝莱德首只公募产品正式获批，基金名称
为“中国新视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这也是国内首家外资全资
公募基金公募产品获批，开启了一个新篇章，见证了外资对国内资
本市场的青睐。

外资持续在行动 长远布局仍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