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

市场风险加速释放

海内外机构集体看多后市

3 月 13 日，沪深两市放量下跌，上证综指跌
1.09%，深成指跌 2.53%，创业板指跌 4.49%，沪深
两市总成交额今年以来第 8 次突破万亿元关口。跌
停个股达 54 只，创 2 月份以来次高，仅次于 3 月 8
日的 200 多只跌停。下跌个股逾 2700 只，亦是近期
少有的个股大面积调整。
从 3 月 13 日跌停榜来看，前期强势股纷纷重
挫。不过，即便跌停，部分个股今年以来涨幅依旧
惊人，平均涨幅超 80%。其中，岷江水电、正邦科
技、民和股份、东方通信、天邦股份、顶点软件、
东信和平、银之杰、数码科技、华菱星马等个股今
年以来涨幅超 100% （剔除 ST 股和今年上市新股）。
业内人士表示，强势股的杀跌是市场内在调整
的需求，部分个股前期涨幅巨大，资金或选择落袋
为安。这类个股的杀跌，是市场风险加速释放的重
要表现之一。
从 3 月 13 日行业主力资金流向来看，所有行业
累计净流出 780 多亿元。除房地产板块小幅净流入
外，其余板块全部净流出。其中，技术硬件与设
备、软件与服务板块净流出均超 150 亿元，资本货
物板块净流出也超 100 亿元。
3 月 13 日，“北上资金”再度出现净流出，净流
出 23.47 亿元。并且，近日已连续净流出。可见，在
A 股市场高位震荡的背景下，“聪明资金”存在高位
兑现部分筹码的可能。
A 股经过 2 个多月激涨后，是否将进入蓄势盘
整期，波动或加大？业内人士称，随着行情的深
入，可以预料指数的震荡压力和幅度也将逐步变
大，而这个过程就是市场从普涨向分化、从超跌反
弹向价值重估转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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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十大券商一致唱多 A 股，纷纷表
示，牛市首次放量大跌以后，经过调整继续上
涨概率较大，资本市场要迎来春天。

十大国内券商研报观点 （3 月 9 日至 13 日）
机构

核心观点

中信证券 过高的
“市场温度”
并不影响中期趋势。
中金公司 反弹修正结构可期，
内外资金流入有较大空间。
海通证券 目前市场处于牛市孕育准备期。
国泰君安 短期交易集中风险释放，
行情上涨主逻辑未改。
广发证券 牛市首次放量大跌以后，
经过调整继续上涨概率较大。
中信建设 牛市行情将持续，
四月将是外资一种流入的重要时点。
招商证券 快速全面上涨转弯为结构性行情。
兴业证券 行情分化主题赚钱效应仍有。

创业板暴跌早有先兆？

华泰证券 经济景气数据真空期已经尾声，
等待新驱动动力信号。
3 月 13 日，龙头创业板 ETF 之一华安创业板
50ETF 再遭赎回 4.89 亿份，最新份额降至 142.98 亿
份。而去年末其份额为 209.95 亿份，与之相比，不
到 3 个月的时间内该基金份额减少了 66.98 亿份，缩
水逾 3 成。
另一创业板龙头 ETF——易方达创业板 ETF 情
况同样不妙。3 月 11 日，尽管创业板涨势迅猛，市
场上规模最大的创业板 ETF——易方达创业板 ETF
却流出资金 13.75 亿元，创上市以来最大规模净流
出。截至 3 月 13 日，易方达创业板 ETF 的最新份额
为 117.31 亿份，较去年末的 155 亿份减少了 37.69 亿
份，缩水比例为 24.32%。
除此之外，场内创业板 ETF 中，建信创业板
ETF、嘉实创业板 ETF、工银瑞信创业板 ETF 年内
均遭千万份左右的净赎回。
大规模赎回的背后，获利了结是最根本的原
因。那么，创业板 ETF 遭遇大规模赎回，是否传递
出资金不看好后市的信号？
对此疑问，某基金经理表示，前一轮潜伏进创
业板的资金集体获利了结，可能意味着该轮创业板
行情进入“鱼尾”阶段，但并不代表之后创业板不
会有下一轮上升的机会，市场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
的，不能简单判断。毕竟沪指已站上年线，A 股总
成交额飙升至万亿级，市场情绪已被有效激活。
3 月 13 日，南方智诚混合基金发布基金合同生
效公告，该基金在 19 个认购日中募集 37.90 亿份，
认购户数 54388 户，成为今年以来新成立基金中规
模最大的偏股基金。同日，富国生物医药科技混合
也发布基金成立公告，该基金以 21.13 亿份的募集份
额成为今年以来仅次于南方智诚混合募集规模的主
动偏股基金。数据显示，3 月份新成立的权益类基金
合计募集份额 167.53 亿份。其中，5 只规模超 10 亿
元，一扫此前权益类基金在发行市场的颓势。

中泰证券 中国资本市场的春天来了。

牛气逼人的 A 股也已成为全球机构关注
的焦点，多家海外大行亦纷纷唱多 A 股。摩
根士丹利、高盛、法巴等大行近期都对 A 股
牛市发表了观点。
摩根士丹利在最新报告中重申了沪深 300
指数年内上涨至 4300 点的预测目标，这意味
着 A 股仍有 15％的潜在上涨空间。经历了 3
月 8 日暴跌后，摩根士丹利表示：中国近期一
系列刺激措施的效果“比市场预期的要好”，
A 股牛市很可能完好无损。2019 年，A 股被
动和主动资金流入将会达到创纪录的 700 亿美
元至 1250 亿美元。未来 10 年，A 股市场更将
拥有平均每年 1000 亿美元至 2000 亿美元的资
金流入规模。
高盛近日发布的报告表示，A 股投资者担
心踏空的情绪正在显现，风险偏好已显著提
升。如果市场的乐观情绪重回 2018 年 1 月时
的高峰，A 股仍有 15％的上行空间。如果市
场乐观情绪能够重回 2015 年 6 月时的高峰，
那么，A 股可能会迎来 50％的涨幅。
相比之下，法国巴黎银行的观点较为谨
慎，将 A 股现阶段的牛市形容为“瓷器牛”，
称牛市已经来到中国了，但瓷器易碎，要小
心。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高挺也认
为，现在沪深 300 市盈率已经回升到 5 年平均
水平，不能说很便宜了，而是进入合理水平；
A 股市场可能有一段时间的盘整，消化这一段
时间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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