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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为什么会有“春季躁
动，四月决断”的说法？

海通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姜超
解释说，由于春节假期的原因，国内
很多经济数据不会在前两个月公
布，因而春季是时间最长的数据空
窗期，给了市场充分的时间去炒
作。而到了四月份以后，随着一季
度经济数据的陆续出台，市场会回
归到经济基本面，这时才会决定全
年市场走势的真正方向。

人们梳理2011年以来的市场，
发现A股往往在4月选择方向，屡
试不爽。例如，2011年，为了控制
过快上涨的房价，“国八条”等调控
政策密集出台；2012年4月上市公

司公布业绩，全部A股一季度归母
净利润同比增速由上季度的13.4%
大幅下滑至0.5%；2016年4月国内
超日债、华鑫钢铁等信用债风险不
断暴露，市场担心中国出现大面积
债务违约……股市往往在这些重
大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下，出现了方
向性的改变。2011、2014、2016、
2017、2018年，股市都在4月转向
下跌。

最典型的莫如去年。市场原本
在年初涨得好好的，但一季度经济
数据公布以后，经济企稳回升的逻
辑被证伪，业绩下滑；同时又叠加了
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兴事件发酵，结
果全年走下来成了大熊市。

再次确认支撑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冲高回落，

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受消息面利多影响两市高开，

盘中虽在银行、保险等权重股的带领下
短暂涨近2%，但市场却持续走低直至收
盘，两市最终由红转绿，而连板高度仅剩
下4连板。截至收盘，两市涨停41只创
近期最低纪录，跌停7只。技术上看，沪
深股指5日、10日均线得而复失，日线
MACD指标绿柱继续放大；60分钟图显
示，沪深股指再度失守5小时均线，深成
指更是失守 60 小时均线，而 60 分钟
MACD指标也未能重新金叉；从形态来
看，震荡中的缺口是必然回补的，周一市
场直接回补缺口其实是好事，毕竟以当
前的量能去攻击前期高点，即使成功后
续的空间也极为有限，甚至会导致更强
的抛压，因此后市股指只需要在周二完
成3150点附近的支撑确认，再次回升只
是时间问题。期指市场，合约累计成交、
持仓均增加，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
体明显增加。综合来看，类似于3月的
震荡拉锯仍在延续，短期市场下跌空间
极为有限，后市止跌回升可期。

资产：周一按计划以5.18元均价
买入六国化工30万股，之后以5.15元
卖出20万股，完成加仓10万股；另以
8.24元卖出*ST蓝科10万股。目前持
有南玻 A（000012）30 万股，六国化工
（600470）30 万股，大悦城（000031）10
万股。资金余额5798761.3元，总净值
9686761.3元，盈利4743.38%。

周二操作计划：南玻 A 拟持股待
涨，大悦城拟不低于7.45元高抛，六国
化工拟先买后卖做差价。 胡佳杰

银行行业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7个行业资金

净流入，其中银行、保险行业等行业资
金净流入居前。54个行业资金净流出，
其中券商信托、软件服务等行业资金净
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1只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江铃汽车（000550）公司的主要业务

是生产和销售商用车、SUV以及相关的零
部件。15日获机构净买入1514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9
年第一季度例会12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
势。会议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健
康发展，经济增长保持韧性，增长动力
加快转换。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金
融市场预期改善，应对外部冲击的能
力增强。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逆周
期调节的要求，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
金融风险防控成效显现，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国内
经济金融领域的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
化，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突出
矛盾，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不
确定性仍然较多。

会议指出，要继续密切关注国际
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边际变化，增强
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逆周期
调节，进一步加强货币、财政与其他政
策之间的协调，适时预调微调，注重在
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稳健的货币
政策要松紧适度，把好货币供给总闸
门，不搞“大水漫灌”，同时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
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
相匹配。

综合证券时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掘 金 龙 虎 榜

一季报行情来了 滞涨股有望补涨

燃料电池政策
暖风频吹

2019 年以来，A 股开启上涨模
式，燃料电池作为最活跃题材中的一
员，行业指数年内涨幅已经达到28%，
特别是近日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车型目录》中，有三款燃料电
池汽车入选，燃料电池和特别是氢燃
料电池，成为近期新的看点。

燃料电池相较于纯电动车，具有
续航里程高，加氢速度快等优点，成为
各国龙头车企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国内的燃料电池龙头企业美锦能源，
其股价年内涨幅已经翻了3倍多。

2019年以来，燃料电池指数上涨
28%，其中涨幅较大的京城股份、厚普
股份、雪人股份等年初以来都实现了
翻倍。

早在十年前，国内就已经出台相
应的政策支持燃料电池的发展，但是
在过去近10年的时间，扶持的重点仍
然在锂电池领域。直到2019年，特别
是进入3月份，政府密集出台实质性
政策支持燃料电池的发展。

3月26日，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
降低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客车、新能
源货车补贴标准。过渡期后不再对新
能源汽车给予购置补贴，转为用于支
持充电（加氢）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和
配套运营服务等方面。

根据中汽协最新数据，2018年全
国燃料电池汽车产量为1619辆，而
2030年目标为200万辆，仅为远期目
标的近万分之一，因此未来十年，燃料
电池汽车将具备万倍的市场空间。

按照2020年以后补贴退出的制
度安排，为了使新能源汽车产业平稳
过渡，采取分段释放调整压力的做法，
即2019年补贴标准在2018年基础上
平均退坡50%，至2020年底前退坡到
位。从2019年3月26日至2019年6
月25日为过渡期。

2018年发布《关于调整完善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
知》，燃料电池汽车补贴基本保持不
变。2019年最新的正式期政策等待
官方下一步正式宣布。

燃料电池汽车要大规模走向商用
的话，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加氢站的
配套。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
提出“推动加氢等设施建设”。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11
月，中国共有27座建成的加氢站，另
有 16座在建。已建成 27座加氢站
中，多数仅供示范车辆加注使用，尚未
完全向社会公开。中国汽车工程协会
于2016年10月发布的《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技术路线图》指出，到2030年
中国加氢站数量将超过1000座。分
析人士指出，随着产业政策的调整以
及对氢燃料汽车补贴力度的加大，相
关产业链上市公司将有望直接受益。

对于燃料电池概念股的后市表现，
近期机构也纷纷发表研报进行预判，统
计数据显示，上汽集团、长城汽车、潍柴
动力、三花智控、宇通客车、美克家居等
6只概念股均受到10家及以上机构给
予“买入”或“增持”等看好评级。

广发证券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燃
料电池产业目前处于萌芽时期，商用
车是规模化应用的先锋。公共交通的
平均成本低，形成规模后带动燃料电
池成本和氢气成本下降；另一方面商
用车行驶在固定的线路上且车辆集
中，建设配套的加氢站比较容易。

券商分析人士表示，短期来看
2019年有望通过政策补补贴扶持燃
料电池汽车的产销，长期来看，中国燃
料电池汽车想达到商业化，还需要解
决关键材料的存储、运输以及关键技
术的研发。预计未来产业发展将走出
分化，在技术进步中率先取得成果的
企业将快速增长。

综合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市场面临方向抉择
社融大利好也难抵大盘高开低走

四月决断
四月第一周，一根拔地
而起的大阳线，让人们
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中国

资本市场向有“春季躁动，四月决
断”的说法。然而四月第二周的走
势又让人摸不着了头脑，A股并没有
按照人们预期的“改革牛”踏步前
行，反而是连续下挫，上周五收盘后
的社融数据终于让股民一扫一周的
阴霾，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8.18万亿元，比
上年同期多2.34万亿元。3月末社会
融资规模存量为208.41万亿元，同比
增长10.7%，巨大的利好让股民都在
期待周一的开盘。

4月15日早盘开盘时，市场确实
一片祥和之兆，上证综指、深成指、
创业板指分别高开1.41%、1.6%和
1.53%。

然而，高开后不久，市场即流露

出“泄气”信号。
自上午10：10左右，沪指、深成

指、创业板指三大主要股指开始纷
纷跳水，全天呈单边下跌之势。

不少股民感叹，说好的“社融
底”大利好呢？！

“今天走出了逻辑上比较差的
走势，说明市场分歧还是很大，很多
资金尤其是机构资金还是看震荡。”
4月15日盘后，深圳一位公募基金经
理向记者分析指出。

截至15日收盘，申万一级行业
板块中，仅四大板块收红，分别是家
用电器、休闲服务、银行、交通运
输。其中，银行板块的上涨是沪指
跌幅显著小于创业板指跌幅的重要
原因。不过，银行股尾盘的走弱，也
预示了其“单骑救主”的失败。

深圳一位公募基金经理指出，
“虽市场持续调整，但市场最近在结
构上还是比较清楚的。一方面，银
行保险、周期和消费表现比较强，因
为这些板块反映的是经济企稳甚至
复苏的预期。而另一端，券商和成
长风格反映的是估值和风险偏好，
所以最近都很弱。这样的格局能否
持续，要看后续经济的情况，以及货
币政策的边际变化。如果货币继续

宽松，经济也稳步向上，估计这个格
局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华泰证券最新发布的策略报告
中亦推荐结构上关注“银行股+消费
股”。

华泰证券策略认为，3月经济数
据回暖+社融总量超预期且结构改
善，企业盈利预期或将进一步改
善。另外，近期不可忽视的一大变
量是国企混改的预期升温，股市估
值回升至历史中枢是国企混改实施
的基础，而混改实施又将进一步降
低风险溢价、推动估值修复。我们
预计市场将延续4月以来偏大盘的
风格，行业配置从信贷社融的总量
和结构出发关注银行股+消费股，主
题推荐国企混改和长三角。

市场的持续盘整，也令部分基
金经理倍感“煎熬”。

有受访基金经理向记者吐槽，
“最近真是被市场频频打脸，你以为
它要调整了，它忽然就一个暴力上
涨。等你以为它要大涨时，它又给
你整个低开高走，真是彻底被磨得
没脾气了。后续趋势如何，真是很
难有个准数。”

相对而言，卖方对后市预期则
要显著大胆于买方。不少卖方近期
旗帜鲜明地公开看好A股，甚至喊出

“3200点到3500点”之间没什么压
力的口号。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4月13日亦
对外表示，中国股市正显示出触底
和复苏迹象。随着国际机构投资者
进行多元化证券投资，以及中国进
一步开放债市和股市，去年外国证
券投资流入达到创纪录的1200亿美
元。鉴于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越来
越多地被纳入国际指数，外国证券
投资流入的潜力正在上升。

然而，市场究竟能否迈出纠结
期？

这一当前市场的最大焦点问
题，决断的4月，答案能揭晓吗？
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特区报

A股进入方向纠结期

银行股“单骑救主”失败

四月面临方向抉择

北上资金连续7日净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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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正紧锣密鼓地发布
2018年年报及一季报预告。据统计，
有55家A股上市公司一季报预增超5
倍，其中22股业绩预增超10倍。

汇顶科技15日一字板涨停，最新
股价创一年来新高。显然，汇顶科技
的股价大涨与其业绩大增不无关系。
就在上周五晚间，汇顶科技公布一季
度业绩数据，今年一季度实现盈利
4.14亿元，同比增长20.4倍。

322家公司业绩将翻倍增长

数据宝统计显示，截至4月15日，
已经披露一季报的上市公司中，净利
润增幅翻倍的公司共计9家，包括汇顶
科技、国机通用、泰禾集团、利达光电、
山煤国际等。汇顶科技净利润增幅遥
遥领先，也是唯一一只增幅超过20倍
的公司。

实际上，除了一季报外，从一季
度业绩快报和预告数据来看，部分公
司业绩表现不俗。数据显示，已经披
露业绩快报的公司中，3家公司一季
度净利润翻倍增长，分别是山东路
桥、国元证券、长江证券，这3家公司
一季度净利润分别为1.07亿元、4.22
亿元、7.68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2.3
倍、1.53倍、1.38倍。

已经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中，310
家净利润增幅中值翻倍。净利润预计
增幅最高的是聚隆科技，公司预计今
年一季度净利润为0.17亿元至0.22亿
元，上年同期亏损3.31万元，同比扭亏
为盈，业绩大幅扭亏主要是与计入当
期损益的理财产品收益及政府补助，
同时上年同期净利润基数较低有关。

中矿资源、开尔新材、益生股份
预计增幅中值均在30倍以上。中矿
资源预计今年一季度净利润为0.24
亿元至0.3亿元，同比增长34.8倍至
43.7倍，业绩大增主要是江西东鹏新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
致。开尔新材预计今年一季度净利
润为0.4亿元至0.45亿元，同比扭亏
为盈，业绩大增主要是受司主营业务
市场需求的放量上升、节能环保类产
品应用领域的拓展，新签订单量大幅
提升，同时通过外延式拓展取得的投
资收益增加影响。净利润预计增幅

较大的还有华西股份、汇纳科技、民
和股份、华昌化工、粤电力A等。

16家公司年内股价翻倍

上述322家一季度净利润将翻倍
增长的公司中，不少公司今年以来股
价表现不俗。数据宝统计显示，16家
公司年内股价已实现翻倍，如*ST 凡
谷、益生股份、雄韬股份、国际实业、民
和股份等。*ST凡谷表现最为突出，该
股今日再度涨停，最新股价创两年来
新高，今年股价累计涨幅230.28%。去
年*ST凡谷实现盈利1.89亿元，公司还
预计今年一季度净利润为0.25亿元至
0.31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部分公司股价表现不尽人意，年
内涨幅未能跑赢同期沪指。数据显
示，85家公司年内股价涨幅低于同期
沪指，其中11家公司滚动市盈率在30
倍以下。

滚动市盈率最低的是山东路桥，
为 9.37 倍 。 山 东 路 桥 年 内 涨 幅
21.94%，公司业绩快报显示，一季度净
利润为1.07亿元，同比增长2.3倍，主
要原因是季度内在建大型项目较多，
完成工作量较同期增加所致。

赣粤高速滚动市盈率也在10倍以
下，该股年内涨幅21.03%。公司预计
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9亿
元到5.35亿元，同比增加2.12倍至2.32
倍，业绩预增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和收
到财政支持款所致。华润三九滚动市
盈率19.04倍，今年以来股价累计涨幅
12.07%。公司预计今年一季度净利润
为10.3亿元至11.8亿元，同比增长1.44
倍至1.79倍，业绩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
完成出售所持深圳市三九医院有限公司
82.89%股权的收益所致。滚动市盈率
较低的还有凯撒文化、*ST康达、金龙
羽、瑞尔特、创源文化等。

综合证券时报

4 月 15 日 ，上 证 综 指 收 跌
0.34%报3177.79点，盘中涨超2%；
深成指跌0.78%报 10053.76点；创
业板指跌1.7%报1666.9点，盘中涨
1.8%。其中，汽车、传媒、券商等跌
幅较大。

另一备受关注的市场指标——
北上资金也呈现出偏负面信号。

4月15日，北上资金再度呈净
流出状态。其中，沪股通净卖出
9.56 亿元，深股通净卖出 13.18 亿

元，合计净卖出22.74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北上

资金连续第7日净流出，合计净流出
资金超过166亿元。

从具体数据来看，白酒、家电、
食品等是近期北上资金减持较多
的方向。有机构人士指出，“近期
北上资金的投资思路是逢高卖出，
毕竟这些票年内已经涨了很多
了。但对于部分银行股，北上资金
还在加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