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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方证开盘必读模板 
【市场评述】收官之战打响  大盘红盘迎新 

A 股市场回顾与后市展望：短线调整风险继续存在。 

操作策略：操作上，元旦小长假来临，期间境外市场与境内政策具有较多

不确定性，建议多看少动，耐心等待小长假期间市场消息面与政策面的明

朗。 

【信息择时模拟股票组合】 

代码 简称 所属行业 

600795      国电电力 电力 

600500 中化国际 化工 

000572 海马汽车 汽车 

601390 中国中铁 建筑 

600028 中国石化 石化 

600970 中材国际 建材 

600713 南京医药 医药 

600596 新安股份 化工 

000816 江淮动力 装备制造 

000584 友利控股 综合 

002165 红宝丽 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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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指数情况 

[table_MorningIndexQuote] 
指数 

收盘 

点位 

涨跌幅（%） 

1 日 5 日 

上证综合指数 3157.60 2.77 1.58 

上证 B 股 289.60 1.02 -0.84 

深证成份指数 10802.64 2.94 1.65 

深圳 B 股 1009.25 0.47 -0.23 

沪深 300 指数 3445.84 3.31 1.85 

中小板指数 5565.61 0.85 -1.81 

创业板指数 1536.08 0.43 -3.80 

上证国债指数 5450.39 2.98 1.68 

上证基金指数 145.67 0.03 0.11 

12 月 30 日行业涨幅前五名 

[table_lastSYWGQuoteList] 指数 点位 1 日 5 日 

证券 11199.70 9.37 3.32 

保险 832.20 7.64 7.76 

园区开发 2491.87 6.83 -0.07 

多元金融 2583.84 4.55 9.10 

公交 3591.48 3.71 -3.54 

12 月 30 日行业跌幅前五名 

[table_lateSYWGQuoteList] 指数 点位 1 日 5 日 

种植业 3342.89 -1.40 -2.33 

采掘服务 8852.42 -0.83 -0.97 

电子制造 2362.95 -0.56 -5.20 

仪器仪表 3241.89 -0.54 -4.11 

运输设备 9008.48 -0.48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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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content] 
【市场评述】 

收官之战打响  大盘红盘迎新 

A 股市场回顾与后市展望： 

周二市场反复震荡，最终大盘以下跌 2.21 点报收，跌幅为 0.07%，报收于 3165.81 点。当日，两市总

成交量为 6694 亿，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660 亿元。收盘时，两市共 28 只股票涨停，18 只跌停，跌幅超过

大盘跌幅的个股占当日开市家数的 74.81%。从各板块的表现来看，周二仅证券、铁路基建、保险、建材等

少数板块上涨，其余绝大多数板块均以下跌报收，其中跌幅居前的板块主要有传媒娱乐、水务、海西概念、

交通设施、船舶、水利、电力、运输服务、蓝宝石、核电核能、仓储物流、酒店餐饮、航空航天等。 

周二市场盘中数度跳水，但金融、铁路、建材板块的拉升使得大盘最终仅以微跌报收，而个股则继续

大幅回落，两市共 18 只股票跌停。从周二市场盘面的表现来看，行情依旧呈“二八格局”，而“二”的部

分往上顶得有点乏力，这说明短线调整风险继续存在，建议适当控制仓位。但后市方向仍然未发生改变，

预计整理过后市场还将向上，核心原因在于后市的逻辑还未发生改变，通缩是后市的重要风险，但这还不

足以上升为主要矛盾。周三是元旦小长假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 2014 年的收官之日，但在今年市场涨

幅接近 50%的情况下，收官之战的涨与跌对 K 线的影响已经不大，所以我们认为收官之战已经没有太多特

殊含义。 

 

操作策略： 

尽管银行、保险、券商、交运设备、建材板块极力维护大盘稳定，但个股的全线回落，指标股间的走

势分化，还是拖累大盘走势，大盘盘中震荡加大。最终，大盘以微幅下挫 0.07%收盘，创业板下挫 2.62%，

两市总成交量较前一交易日减少约 19.9%，这表明随着元旦小长假来临，场外资金观望为主，场内资金无

心恋战，市场情绪不高，市场信心较为平稳。 

量能急剧萎缩，个股活跃度减弱，分化程度加大，涨停个股 28 只，跌停个股 19 只，剔除新股外，涨

幅超过 5%个股 60 只，跌幅超过 5%个股为 240 只，不但个股间分化，指标股间也出现分化，“中”字头、

“国”字号有退潮迹象，金融股继续受到资金追捧，市场热点转化较快，市场赚钱效应降低，亏钱效应不

减，高价题材股继续受到资金回避，金融板块可谓“独树一帜”；周二表现相对较好板块为银行、保险、

券商、运输设备、建材、地产、医药等，表现较弱板块为文化传媒、水务、环保、船舶、交运设施、电力、

互联网、仓储、军工、餐饮、石油、通信设备、电子、钢铁、电脑、软件开发、工程机械等；量能萎缩、

“一九“现象、热点减少是周二盘面主要特征。 

从技术上看，周二大盘盘中围绕前一交易日反复震荡运行，呈价跌量缩态势，周一低点对大盘形成支

撑，大盘收出缩量“阳”十字星，由于大盘继续处于连续顶背离态势中，短线大盘技术上难以大幅走高，

但由于大盘缩量较快，短期市场杀跌动力减弱，大盘有望平稳运行，甚至技术性反抽；分时图技术指标显

示，短时分时图技术指标预示大盘盘中将有反复，但长时分时图技术指标预示，短线大盘有望技术性反抽，

但反抽空间有限。综合技术分析，我们热内，短线大盘继续在高位平稳运行，甚至有望技术反抽，上下空

间有限，大盘窄幅震荡运行。 

受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 A 股持续大幅走高，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稳定运行影响，上周，美国跟踪中国

大陆股市的德意志 x-trackers 收获沪深 300 中国 A 股 ETF 受到境外投资者追捧，买入 3460 万美元，资金

流入量连续 8 周创出历史新高，创该基金首次上市来最长上涨周期。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声势浩大的各项

改革，意在加快推动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A 股市场是重要的改革运用平台，国外投资者利用 ETF 基

金参与到中国市场中来，分享中国改革所释放的红利。过往经验显示，境外投资者持续积极参与的 A 股市

场，尤其是改革形成的行情，基本上是中长期牛市行情。 

受央行“有关同业存款项下的存款纳入各项存款范围，但存款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暂时为零”政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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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变相释放流动性影响，昨央行第十期在公开市场“零”操作，本周继续无资金释放或回笼。由于美元

强势明显，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腾挪空间，既要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以稳增长，又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避免卢布悲剧在中国重演，只能由宽资金转向宽信贷，降准再度延后，公开市

场暂被边缘化。但元月是信贷投放和节前资金需求旺季，且中旬依然面临 MLF 到期、IPO 以及财政存款

上缴的时间窗口，届时央行如何出牌，具有不确定性。 

一方面，境外投资资金继续流向 A 股市场，参与 A 股投资热情不减，大盘中长期趋势不变；另一方

面，面对节后即将到来的资金需求潮，央行会出台何种货币政策，市场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短线大盘难

大幅走高，高位震荡运行，等待新年新政策出台。今是马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俗话“编筐编篓全在收口”，

马年收官之战，大盘有望红盘报收。操作上，元旦小长假来临，期间境外市场与境内政策具有较多不确定

性，建议多看少动，耐心等待小长假期间市场消息面与政策面的明朗。 

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新年财运来！  

 

【信息择时模拟股票组合】 

图表 1：信息择时模拟股票组合 

代码 简称 前日收益 所属行业 

600795 国电电力 -4.61% 电力 

600500 中化国际 -6.04% 化工 

000572 海马汽车 -4.04% 汽车 

601390 中国中铁 -1.07% 建筑 

600028 中国石化 0.16% 石化 

600970 中材国际 -2.12% 建材 

002165 红宝丽 -1.90% 化学原料 

000584 友利控股 0.00% 综合 

600713 南京医药 -1.40% 医药 

000816 江淮动力 -5.57% 装备制造 

600596 新安股份 -1.53% 化工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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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组合相对沪深 300 收益图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组合构建说明： 

一、选股范围 

1、以方正研究所行业研究所覆盖的股票标的为准则，再结合方正证券研究所《方正资讯晨报》信息

内容所涉及的宏观、行业与个股信息，通过择时构建股票组合。 

2、研究所行业未覆盖到的行业，理论上不进入股票组合，只有在括号内容情况下（如市场持续热点、

市场已公开的利好消息、技术指标发出强烈买入信号等），可结合市场对行业的一致预期（如：近期调高

评级或盈利预测个股），可择取个股放入股票组合中。 

 

二、选股方法 

1.满足选股范围个股中进行优选 

2.考虑市场情况进行择时，基本面与市场面相结合 

3.组合数量一般情况下为 10 只，但根据市场情况与组合实际情况，也可以 9—11 只 

4.权重相等 

5.沪深 300 作为比较基准 

6.不定期调仓，最长不超过一个月 

 

三、建仓规则 

当天纳入组合范围内标的按前一天收盘价建仓，并在头一天晚上或当日开盘前，做出组合标的调出、

调入的决定；盘中需调整组合的，要在第二天组合调整说明中，给予较为充分的调整理由 

 

四、组合调整 

备选池：以方正证券研究所各行业研究员已经覆盖公司以及新纳入覆盖范围内的上市公司作为股票备

选池，以市场公开行业信息所涉及的股票为基础进行择时（如研究所股票池含盖的，以含盖的为优先），

形成基本面与技术面相结合的股票组合，并根据市场时点变化与热点变化进行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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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调出 

1、涨幅达到目标（自推荐以来涨幅达 50%以上可考虑全部减仓） 

2、市场一致性预期（或研究所行业研究员）给予中性或减持评级 

3、股价跌幅超过 10%，或技术上预期难有上行空间的，给予调出 

4、股价处于高位，盘中波动幅度超过 10%或大盘高位盘中震荡较大，可酌情盘中止盈或止损，但次

日报告必须给予说明 

（二）调入 

1、短期调整充分（备选池内部分个股短期内跌幅较大，与行研沟通，若行研反馈基本面无重大变化，

可考虑纳入组合范围内） 

2、市场一致性预期（或研究所行业研究员）给予强烈推荐 

3、个股基本面或公开消息面发生重大向好改变的 

4、纳入股票池个股标的或市场热点板块中的个股，在底部出现异动，可酌情盘中择机买入，但次日

报告必须给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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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息均来自公开合规渠道，分

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

方的授意或影响。研究报告对所涉及的证券或发行人的评价是分析师本人通过财务分析预测、数量化方法、或行业比

较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但使用以上信息和分析方法存在局限性。特此声明。 

免责声明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本公司客户使用。本报

告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告。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

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

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

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本公司

员工或者关联机构不承诺投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

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务必注意，其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 

本公司利用信息隔离制度控制内部一个或多个领域、部门或关联机构之间的信息流动。因此，投资者应注意，在

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

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

司的董事、高级职员或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董事。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

己的判断。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

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方正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

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强烈推荐：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公司股价有20%以上的涨幅； 

推荐：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公司股价有10%以上的涨幅； 

中性：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公司股价在-10%和10%之间波动； 

减持：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公司股价有10%以上的跌幅。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推荐：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行业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 

中性：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行业表现与沪深300指数持平； 

减持：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行业表现弱于沪深300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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