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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大势研判】 

     市场有望延续反弹，踏准板块轮动节奏，价值蓝筹仍为布局重点 

一、上周五市场综述 

周五晨早短信中提醒，受成交量不足及节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的影响，周四沪深

三大指数缩量收跌，旅游酒店等节日概念股大涨。展望后市，在政策和基本面稳定下，

指数仍有反弹空间，择低仍可继续关注券商、公用事业及低位的中字头价值蓝筹股，成

长赛道股仍有望继续活跃，不过，对于成长赛道股的反弹力度和持续性上，或许要降低

预期。持仓还是持币过节？我们的建议是持仓为主，不过，对反弹力度较大的个股可适

度逢高减仓，保持战术上的灵活性，毕竟，目前的市场还是存量格局。 

市场走势如我们所预期，周五早盘，沪深三大指数集体高开，开盘后震荡上行，

上证 50指数大涨。盘面上看，房地产、大金融等权重股崛起，蓝筹股大涨，另外，受政

策面的刺激，牙科医疗大涨，带领医药相关板块集体反弹。午后，沪深三大指数继续小

幅上行，三大指数涨幅约 1%。盘面上看，近期连续活跃的光伏、储能、半导体等赛道股

小幅回调。 

全天看，行业方面，能源金属、医疗服务、房地产、保险、装修建材、证券、银

行、工程建设等板块涨幅居前，光伏设备、电源设备、船舶制造、电子化学品、电机、

半导体、采掘等板块跌幅居前。题材股方面，租售同权、光伏高速公路、数字货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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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安全、千金藤素、单抗概念等题材股涨幅居前，topcon电池、培育钻石、等题材股跌

幅居前。 

整体上，两市个股涨跌参半，市场情绪活跃，赚钱效应良好，成交变化不大，两

市成交额 7795亿元，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报 3262.05点，上涨 26.46点，涨幅 0.82%，

总成交额 3385.67 亿；深证成指报 11877.79 点，上涨 130.87 点，涨幅 1.11%，总成交

额 4409.69亿；创业板指报 2548.22点，上涨 25.21点，涨幅 1.00%，总成交额 1315.78

亿；科创 50指报 1033.78点，下跌 6.99点，跌幅 0.67%，总成交额 444.68亿。 

二、上周市场回顾 

上周沪深三大指数企稳回升，沪指周涨幅 2.37%，深成指周涨幅 1.50%，创业板

指数周涨幅 0.60%，科创 50 指数周涨幅 0.36%。具体表现如下：周一沪深三大指数涨跌

不一，沪指及创指尾盘回升报收阳线，短期企稳的迹象逐步显现，周二沪深三大指数均

收涨，沪指涨幅超 1%，低位的价值股继续表现，成长赛道股也集体活跃上行，反弹基本

已经开启。周三沪深三大指数继续收涨，受新能源赛道股大涨的带动，创业板指数涨幅

超 1%。受成交量不足及节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的影响，周四沪深三大指数缩量收跌，旅

游酒店等节日概念股大涨，周五沪深三大指数继续大涨，蓝筹股集体走强，赛道股小幅

调整。 

三、上周盘面点评 

一是牙科医疗概念股大涨。消息面上，9 月 8 日，国家医保局网站发布的《关于

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将

围绕种植牙全流程做好价格调控工作。“目前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完成全流程种植，医疗服

务价格整体普遍高于 4500 元每颗的地区，应采取针对性措施，导入至整体不超过 4500

元每颗的新区间，三级以下公立医疗机构的调控目标参照当地医疗服务分级定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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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递减。” 市场对此消息的解读是，种植牙集采消息发酵一年多，到如今靴子落地 4500

元，好于此前市场预期。 

二是房地产板块大涨。周一房地产板块涨幅不错，周二地产板块延续上涨，周三

房地产板块依旧表现不错，周五房地产板块继续大涨。2022年一季度，在风声鹤唳的环

境中，我们推荐了房地产板块（当时很多人对此有争议），一季度房地产（申万一级）板

块上涨 7.27%，表现相当不错。连续急速大涨后，在 3月 30日至 4月 6日晨报中，我们

每天都在提醒，涨势过急，短期注意节奏。另外，受疫情影响，4-5 月房地产销售数据

继续下行，4 月房地产板块出现连续调整，也在预期之中，之后几个月房地产板块低位

震荡。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地方加大因城施策力度，房地产政策陆续出现放松，

地产领域信用风险传染逐步得到控制，后续房地产在政策刺激下有望弱修复。站在目前

的时点，展望后市，房地产板块仍可跟踪。 

三是券商股拉升。近期券商股频频异动，我们依旧看好券商板块的投资机会，但

鉴于目前的市场环境，券商股连续大涨的概率较低，适合高抛低吸。展望后市，我们维

持近期的观点不变。根据历史经验，政策、估值以及流动性等都是推动的券商股行情的

核心因素。目前看，政策的驱动相对明显，下半年注册制全面施行落地，而科创板制度

改革持续发酵，板块具备一定的政策基础；估值处于底部区域，有吸引力；流动性上，

国内货币依旧宽松。后市可继续跟踪，关注低吸机会。而且券商走强对市场人气的拉动

明显，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果后市沪指想要继续走强，还得靠大盘蓝筹股，券

商也许可以担此大任。 

四是新能源赛道股再度活跃。8 月中下旬新能源赛道股大幅调整，不过，自上上

周五新能源概念股开始分化，不在集体杀跌，部分出现反弹迹象，周一，光伏设备、风

电设备等新能源赛道股再度活跃，周二 topcon 电池、光伏设备、储能、电源设备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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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赛道股大涨，周三发电设备、锂电池等新能源赛道股继续大涨，周四新能源赛道股

出现分化，周五再度小幅回调。（自 8月 19日晨报，我们提醒，赛道股在近期连续反弹

后，当前板块整体高位分化，性价比在减弱，后续波动可能加大，8 月 22 日至 8 月 25

日晨报中，继续提醒，操作上，可以考虑适当降低成长股的总体仓位，阶段性降低赛道

股仓位，8月 30日至 9月 2日晨报中，再度提醒，对赛道股仍采取暂时观望态度，9 月

5 日晨报中表示，本周赛道股杀跌有望告一段落，有望迎来震荡企稳，短线高手可考虑

逢低逐步进行短期抄底，在控制仓位下，把握阶段性博弈机会，9月 6、7日晨报中，我

们再度重复提醒赛道股的机会，9 月 9号晨报提醒，成长赛道股仍有望继续活跃，不过，

对于成长赛道股的反弹力度和持续性上，或许要降低预期，对本周反弹力度较大的个股

可适度逢高减仓，保持战术上的灵活性）。展望后市，基本面上看，新能源赛道业绩确

实不错，不过，估值也不低，注意节奏，阶段性高抛低吸可能是占优策略。2021年二、

三、四季度投资策略报告中我们重点推荐了双碳（“碳达峰”与“碳中和”）带来的投资

机会（那会特别笃定），如新能源金属和材料、光伏和锂电设备、电化学储能、特高压运

输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等，去年相关板块个股表现靓丽。2022年一季度策略报告提醒，

新能源赛道可能高位震荡，切勿追涨。今年一季度光伏、锂电等新能源赛道大幅调整，

不过，调整幅度略超预期。二季度策略报告中提醒，新能源车、光伏等行业需求端仍然

旺盛，经过一季度调整后，二季度优质个股仍可择机参与，二季度市场走势如我们所预

期。展望下半年，英大证券电力行业研究员刘杰认为，预计今年我国光伏装机超过 100GW，

同比增长超过 90%；风电装机超过 50GW，招标数据显示 2023年后有望恢复较快增长。另

外，新能源汽车和储能行业增长持续超预期，有望维持到 2025年 30%-50%的年复合增长

率。在行业确定高景气环境下，前期估值调整后，相关产业持续引领市场反弹，认为新

能源产业链在 2022年将仍然是市场最重要的投资主线，建议保持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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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上周汽车板块出现反弹。5-6 月我们反复推荐了汽车产业链的投资机会（连

续 6个周晨会特意拎出来讲了一下），5-6月汽车板块成为近期为数不多的具有持续性的

板块，不过连续上涨后，我们在 6月 24 日、27 日、28 日等晨报反复提醒，还是要注意

节奏，短线高手可适度高抛低吸，普通投资者建议持仓待涨。之后，7 月汽车板块出现

高位震荡，8 月出现小幅调整，也在预期之中。展望后市，汽车板块经过，7-8 月的调

整后，9 月汽车及零部件、新能车、汽车电子等汽车产业链依旧值得跟踪（提醒一下：

对于部分估值过高的品种只适合博反弹，注意快进快出），具体看好理由如下：一是政

策支持。购车补贴、放宽限购、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促汽车消费

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二是下游的汽车零部件领域由于芯片短缺影响了业绩，随着芯片短

缺的缓解，汽车零部件行业有望迎来强势反弹。三是汽车零部件板块 2021年还受到原材

料涨价、海运费上涨等不利因素影响，板块利润率大幅降低，随着上述负面因素的逐步

缓解，整个板块预期差及业绩修复空间较大。综上所述，随着疫情缓解，汽车产业链全

面复工复产，叠加促消费政策密集出台，下半年产销有望迎恢复性增长。 

六是燃气板块大涨后连续回调。近期受俄罗斯完全停止“北溪-1”天然气管道输

气的消息刺激， A股燃气板块也被带动上行，多只燃气板块大涨，不过周四出现大幅调

整。关于燃气板块，我们维持前期的观点不变：目前 A股燃气板块相关个股多数依旧处

于底部区域，后期仍可跟踪，但不建议追涨，择机低吸是占优策略。 

四、后市大势研判 

上周，周一早会，我们提醒，市场有望迎来震荡企稳，逢低可考虑逐步进行低吸，

做好波段博弈。之后，周二至周五晨报中，再度反复提醒，市场反弹已经开启，在政策

和基本面稳定下，指数仍有反弹空间。市场走势如我们预期，上周沪深三大指数企稳回

升，沪指周涨幅 2.37%，深成指周涨幅 1.50%，创业板指数周涨幅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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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后市，大势方面，我们认为，9月美联储加息并非影响 A股市场的核心因素，

国内经济复苏力度及流动性才是影响 A 股后期走势的最主要原因。目前市场对于经济复

苏的持续性仍有担忧，但未来稳增长促经济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经济复苏的态势相

对明确，另外，国内货币政策维持相对宽松趋势，流动性充裕对市场仍有支撑。所以，

经过 7-8月连续调整之后，随着成长赛道股杀跌告一段落，后市赛道股有望再度活跃，9

月市场有望逐步迎来震荡企稳回升，逢低可考虑逐步进行低吸，做好波段博弈。目前看，

上周市场反弹已经开启，在政策和基本面稳定下，后市指数仍有反弹空间，本周，沪深

三大指数有望延续反弹，反弹高度需要视成交量变化，边走边看。 

市场风格方面，上周也验证了我们的预判。 9 月 5至 7日晨报中，我们提醒，对

低位的蓝筹股及消费股仍可择机参与，具体品种的选择上可关注：券商、公用事业及低

位的中字头价值蓝筹，消费股可关注影视及食品饮料等板块。提示一下，成长赛道股的

杀跌告一段落，在连续调整后，后市有望再度活跃，短线高手可考虑逢低逐步进行短期

抄底，在控制仓位下，把握阶段性博弈机会。从周一盘面上看，券商股低位拉升，燃气

等公用事业板块大涨，另外，风光储等赛道板块再度活跃，周二盘面上看，低位的价值

观继续表现，新能源、半导体等成长赛道股集体活跃上行，周三盘面上看，电力等公用

事业板块继续大涨，新能源、半导体等成长赛道股集体继续大涨，周四盘面上看，银行

保险等金融及电力等公用事业板块大涨，不过，赛道股连续反弹后出现分化，周五盘面

上看，大金融、地产、蓝筹股股集体上涨，不过，赛道股小幅回调。周一至周五的市场

风格走势基本验证了我们的预判。另外，我们特别说一下，近期我们反复推荐了中字头

价值蓝筹（中字头概念板块上周涨幅 4.19%，明显强于大盘），其实，对于股息率较高的

低位价值蓝筹股都可以择机关注，看好的逻辑如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股息率因子会

成为长期有效的选股因子。 



 

文章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文责自负。读者据此入市,风险自担。----英大证券研究所 

                             第 7 页 

市场风格方面，展望后市，我们的观点如下：对低位的蓝筹股及消费股仍可择机

参与，具体品种的选择上可关注：券商、公用事业及低位的中字头价值蓝筹，消费股可

关注影视、食品饮料、医药等板块。对于成长赛道股，上周出现反弹，本周成长赛道股

仍有望继续活跃，不过，对于成长赛道股的反弹力度和持续性上，或许要降低预期，如

果大幅上涨，可适度择机高抛。毕竟，目前市场还是存量格局，跷跷板效应较强，板块

轮动较快，适合提前潜伏，如果跟风追涨，极有可能陷入风险之中。 

 

【近期文章分享】 

 

【晨早参考短信】 

上周沪深三大指数企稳回升，沪指周涨幅 2.37%，深成指周涨幅 1.50%，创业板指

周涨幅 0.60%。在政策和基本面稳定下，本周沪深三大指数有望延续反弹，反弹高度需

要关注成交量变化。风格方面，择低仍可继续关注券商、公用事业及低位的中字头价值

蓝筹股，另外，成长赛道股仍有望继续活跃，不过，对于成长赛道股的反弹力度和持续

性上，或许要降低预期。如果大幅上涨，可适度择机高抛。毕竟，目前市场还是存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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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板块轮动较快，适合提前潜伏，如果跟风追涨，有可能陷入风险之中。最后，特别

说一下，近期我们反复推荐了中字头价值蓝筹，其涨幅明显强于大盘，其实，对于股息

率较高的低位价值蓝筹股都可以择机关注，逻辑如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股息率因子

会成为长期有效的选股因子。仅供参考。 

声      明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

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本报告中所依据的信息、资料及数据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渠道，英大证券研究所力求其准确可靠，但对其准确

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客户应保持谨慎的态度在核实后使用，并独立作出投资决策。 

※本报告为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授权或同意，任何机构、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本报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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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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