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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大势研判】 

大盘震荡上涨 

盘面研判： 

周二大盘震荡反弹，成交量继续保持低位。早盘股指小幅高开后，随后大盘震荡上涨，

并一举突破 3200 点。午后大盘震荡回落，涨幅收窄，并失守 3200 点，成交量继续保持低

位。创业板出现冲高回落。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0.98%；深证成指上涨 0.69%；创业板指

小幅上涨收平 0.03%。从盘面上看，个股板块多数上涨，旅游、地产、保险和银行等板块领

涨，传媒、纺织服装、环保、通信等金融板块表现较弱。 

从影响市场的因素看，2 月 12日，央行公布 1月金融统计数据：1月新增社融 3.06万

亿元，同比少增 6367 亿元；M2 增速由 17 年 12 月的 8.2%回升至 8.6%；当月金融机构贷款

增加 2.9 亿，同比多增 8670 亿。具体来看，居民部门融资需求仍强，可能受到去年银行

额度限制而积压的贷款需求的推动。整体来看，信用贷款依然高增，对银行有较大利好，

但持续性值得关注。另外，白宫本周一公布的预算计划显示，特朗普政府提议的国防预算

规模创 2010 年来新高，同时，提出未来十年基建合计投入 2000 亿美元。受此影响，道指

涨 442点或 1.83%，外围上涨对 A股也有支撑。此外，2月 13日，中国央行进行 3930亿元

MLF 操作，均为一年期，利率 3.25%，与上次持平。本周无逆回购到期，2月 15日将有 2435

亿元人民币 MLF 到期，因适逢春节假期，将顺延至节后，目前已连续十五日暂停逆回购操

作。 

综合来看，周二大盘震荡上涨，成交量继续保持低位。个股板块多数上涨，地产、保

险、银行等权重板块领涨，带动股指震荡上涨。从市场环境来看，1月信用贷款依然高增，

对银行有较大利好，推动股指上行。但是信贷高增，有可能由去年银行额度限制积压产生

的，所以持续性值得关注。整体来看，大盘震荡反弹，技术面走势有所企稳，预计后市大

盘或有震荡企稳。操作上建议精选个股，重点关注金融、电子、农业、旅游等板块品种。 

 

趋势预测： 

预计后市大盘或有震荡企稳。 

 

操作建议： 

操作上建议精选个股，重点关注金融、电子、农业、旅游等板块品种。 

 

【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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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基础建设 

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起，对于美国股市上涨表现，一直作为他执政政绩，上周美股

历经大幅修正期间，甚至曾在推文中对于股市评论：“过去，当有利好消息出现时，股市

总是上涨的，如今却相反，利好消息出现后，股市却往下走。大错特错，我们的经济有如

此多的好消息。”，但是在长期财政赤字情况下，经济利好表现在非农就业率提高、平均

小时工资增长率上升，市场担忧工资通胀引发加息速度次数，在 CBOE 波动率上升、ETF 赎

回被动式卖出股票，成为之前跌势主因。若美国经济如特朗普所述好消息不断，似乎美股

引发全球修正后，对反弹产生优质买点。 

日前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份涉及面极广协议，特朗普总统将其签署入法，让美国政府再

度结束了几个小时短暂停摆之后，特朗普政府于 12 日发布了美国未来 10 年的基础设施建

设方案，预算总花费超过 1.5 万亿美元。根据此方案，联邦财政将为更新基础设施出资 2000

亿美元，其中，1000 亿美元将作为激励基金，用以鼓励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投资，500 亿

美元将用于美国乡村地区的基建项目，200 亿美元将用于具有一定风险性的创新型基建项

目，200亿美元将用于为私营部门领域提供贷款，100 亿美元将用于联邦政府购置房产与维

护。并认为美国需要精简基建项目审批程序，应把环评审批时限缩短至 2 年，对联邦教育

系统完善职业技术培训等高劳动力加强。继税改之后，基建方案为竞选期间另一重要承诺，

自他执政以来多次提出要彻底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航道、码头、机场等)，

并将这一工作列为第二年执政的重点工作，实际在前期国情咨文中即已谈及经济就业、基

建、移民、贸易、国家安全五大议题为重点方向，在贸易保护部分，以汇率、关税、智财

权三方面着手，移民法签证防人才流失、国防预算数字高涨、基建现代化，从内部辅助推

动外部发展。 

由于财政赤字不断升温，开源、节流两问题影响美国经济条件，本次在公布未来 10年

基建方案总花费后，美元指数并无贬值现象，且 10年期国债殖利率未大幅走扬，与前期缩

表、升息，产生利率上升、发行国债不利财政赤字情况，市场反应完全不同。在短期全球

快速修正后，此时应关注 LME 相关基本金属报价、10 年期国债殖利率作为判断基建带给全

球市场是回升？或仅反弹？A股以谨慎关注资源类、保险利率类板块应对。 

 

【一周股票池】 

股票名称 
推荐日 

(收盘价) 

最新收盘

(元) 

止损价

（元） 
点评与操作建议 

南方航空

（600029） 

2 月 13 日 

（11.43） 
11.43 10 

南航是我国运输飞机最多、航线网络最发达、年客运量

最大的航空公司，目前机队规模 715架，居亚洲第一，

世界第四，建议关注。 

中颖电子
(300327) 

2 月 12 日 

（24.02） 
23.86 22 小幅震荡，持股。 

紫光股份 

（000938） 

2 月 9 日 

（55.43） 
57.35 50 小幅震荡，持股。 

中青旅 

（600138） 

2 月 8 日 

（22.17） 
22.38 20 震荡上涨，持股。 

天赐材料 

（002709） 

2 月 7 日 

（43.34） 
47.7 40 小幅震荡，持股。 

宋城演艺 2 月 7 日 18.57 16.6 冲高震荡，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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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44） （18.37） 

东方国信

（300166） 

2 月 1 日 

（12.45） 
14.29 11.5 放量冲高回落，建议逢高兑现部分收益。 

太平鸟

（603877） 

1 月 30 日 

（28.65） 
28.69 26 小幅上涨，持股。跟踪期已到，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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