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股
势形

·股金经 2020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二 /�经济编辑部主编 /�责编 周寿光/�美编 陈炜 /�校对 潘丽玲财 A15

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下半
年 A 股市场将由哪些板块激
活，哪些板块又有望取得超额收
益，都是非常值得关心的问题。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王德伦表示， 从中短期来看，倾
向于选择一些确定性比较好、估
值处在低位、当前热度也不是非
常高的板块，如在消费品内部选
择家电、家居、建材等品种。

从中长期维度出发，王德伦
认为“科技成长”仍是主线。具体
而言，第一，从大的策略思维来
做行业间的比较，在今年经济整
体比较弱、流动性又非常好的情
况下， 成长股的表现会比较突
出；第二，从大的产业周期看，王

德伦认为，我国已处在新一轮科
技创新的起点，科技板块具备持
续向上的蓬勃发展的动力；第
三，从政策角度出发，资本市场
的一系列改革均有利于科技成
长类产业的发展。

农银汇理基金投资部总经
理张峰则表示， 看好消费中的
一些子板块， 尤其是新兴消费
中的化妆品领域。 近两年来，线
上销售的比重快速提升， 尤其
是疫情发生后， 线上销售已逐
步替代了线下成为主渠道，“网
红带货” 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
方式。 随着国货品牌和质量的
提升，95 后等年轻人群对国产
品牌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新兴

消费在未来很有前景。
对即将推出的上证科创板

50 指数，王德伦认为，科创板开
市以来的整体表现相当不错，具
备了编制指数的基础。 此外，指
数也为科创板基金的发行提供
了一个非常好的业绩基准。

张峰认为，科创板一方面使
资本市场可以更好助力新兴产
业的公司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
资本市场也在这个过程中分享
了红利。 他表示，随着科创板市
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优质公司越
来越多，相关指数基金的推出是
水到渠成之事。 而相关基金规模
的持续成长，也将为科创板的不
断壮大提供坚实基础。

受假期外围股市大幅回落影
响 ，周一大盘低开小幅回落 ，但原
有上涨形态未受更大影响。 二季度
已基本确认形成了触底反弹格局 ，
预料三季度行情仍有一定上涨空
间，有望创出年内新高。

本栏上周认为 ，市场大势已选
择 向 上 突 破 前 期 振 荡 区 间 2780 -
2940点 ，进入三季度后 ，大盘应在
2940点边界上方继续向上运行 ，这
一态势得到技术形态的支持 。 因
此 ， 大盘中期走势应会继续向好 ，
但这种预期与外围股市走势形成
一定反差，需要特别关注。

周线上 ， 今年1月17日大盘在
240周均线处遇阻回落后 ， 经过近
半年回落整理后重新向这条均线
靠近 ，从图表观察有准备向上突破
之势。 也许突破这条均线压力是近
期的主要预期目标 ，对于能够突破
240周均线的信号应引起重视 ，毕
竟这是多年难得一遇的 、预示有上
涨空间的信号。

国内现在的市场环境，有利空出

尽的味道，国内股市受疫情影响已经
淡化， 实体企业的生产正不断复苏，
预示国内经济环境的利好因素会逐
步增多。 因此，国内股市向好的可能
性也在增加。 技术上，预料三季度的
市场重心在2872点一线，当前大盘运
行在2940点上方，明显站上了这一重
心线上方，预示行情将持续处于上涨
阶段，可保持后市看涨预期。

从季度级波动空间分析 ，大盘
最 近 4个 季 度 的 平 均 波 动 空 间 约
300点 ，如果市场持续向好 ，预料三
季度的上涨空间也应保持同样水
平 ，这意味着三季度低点能维持在
2900点上方的前提下 ，上方高点将
有望达到3200点或以上。

本栏形与势分析系统显示 ，大
盘的运行形态已明显进入到一个
新的上行周期中 ， 这一周期从6月
初开始 ， 这一周期或可维持2-3个
月时间 。 在此期间 ，大盘波动空间
最有机会达到上述预期 ， 突破 240
周均线应是行情持续上涨的重要
标志。 （赵穗川）

2020 年进度过半， 新冠肺
炎疫情仍有反复。 银行业务，尤
其是跨区域的业务，受到一定的
影响。 要么是银行业务办理人员
出行受限， 要么是客户出行受
限，加之个别区域的医学观察要
求，异地办理银行业务难免会遇
到困难。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群策
群力、通力合作，借助远程面签，
大力支持民生银行系统内各分
行跨机构业务办理，为异地客户
提供了便利。

民生银行武汉分行客户张
女士和张先生长期居住于广州
市南沙区， 他们的贷款即将到
期。 如果按照以往作业方式，客
户需要回到武汉分行签署相关
续授信资料。 疫情背景下，张女
士、张先生如果前往武汉，无论
是离开或是返回广州都要配合
两地疫情防控工作，给日常生活
带来不便。 民生银行武汉分行与
广州分行联系，请广州分行协助
为这两位客户办理跨机构面签。
考虑到他们的贷款到期在即，资
料应在最短时间内寄出，方可最

大程度确保武汉分行能顺利收
到面签材料、办理客户贷款后续
手续，民生银行广州分行面签中
心立即为该客户开通快捷通道、
特事特办，从客户抵达该分行到
面签办结、快递寄出资料，前后
仅用了 25 分钟。

据统计 ， 自今年 1 月至 5
月，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受理跨机
构面签业务 10 笔， 涉及业务范
围涵盖按揭贷款业务、零售贷款
业务、小微首次面签业务、小微
再支用业务、转期业务等，服务
包括武汉分行、兰州分行、西宁
分行在内的 7 个兄弟分行。

懂客户的银行， 急客户所
急。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秉承“先
急后缓，先外后内”的原则，认真
对待每一笔业务、 每一位客户，
让客户感受到民生银行无地域
差别的暖心服务。 该分行面签中
心高度负责，当天业务材料当天
完成交接，确保客户材料以最快
的速度到达业务发起行，不让疫
情阻断异地客户业务办理。

文 / 戴曼曼

2020 年中国基金业明星基
金奖评选结果揭晓！中欧基金凭
借出色的主动投资管理能力，一
举将“五年持续回报明星基金公
司”、“2019 年度十大明星基金
公司”两项公司级别大奖收入囊
中，同时获得两项产品奖：中欧
新蓝筹混合荣获“十年持续回报

混合型明星基金”奖，中欧医疗
健康混合荣获“三年持续回报积
极混合型明星基金”奖。

据悉，中欧基金已连续六度
斩获公司级别大奖，持续为持有
人带来稳健的投资回报和良好
的盈利体验。

（杨广）

下半年 A 股市场有望被激活
今年 3 月至 5 月，月度新增投资者数量连续 3 个月都超过百万

羊城晚报记者 丁玲

昨日为端午节后首个交易日，截至收盘，上证综指跌 0.61%，收报
2961.52 点。 而端午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收报 2979.55 点，
再度逼近 3000 点。 上证综指何时能站上这一整数关口？ 下半年 A 股走
势会如何？ 哪些板块有望锁定超额收益？

唐志顺 画

7 月将迎来政策密集实施期
即将到来的 7 月可谓是不

折不扣的“政策密集实施期”，7
月的 A 股市场自然备受关注。
上证综指将于 7 月迎来近 30 年
首次大改。 上证综指何时能站上
3000 点这一关键点位牵动着广
大投资者的心。

早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宣布，将于 7 月
22 日修订上证综合指数的编制
方案。 修改团队表示，指数编制
方法修订后，科技公司的成长越
来越多地支撑沪指上升，上证综
指有望迎来长牛行情，良好的投
资回报将直接刺激居民和产业
资本情绪， 推动场外资金入市，
为长牛提供新的动力。

同时创业板注册制也将正式
起航。根据证监会此前发布的创业
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相关制度规
则，6 月 15 日起，深交所将开始受
理创业板在审企业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再融资、并购重组申请。事
实上， 这一进程也十分迅速，6 月
22 日深交所即发出创业板试点注
册制下首批 33 家申报企业的受理
通知，首批受理的 33 家在审企业，
由 18 家保荐人保荐， 其中首发企
业 32 家、再融资企业 1 家。

激活新三板，精选层也即将
推出。 多年以来，新三板由于其
交易门槛高，以及特殊的交易机
制，活跃度非常差。 作为中国资
本市场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去年

10 月份证监会宣布对新三板实
施全面深化改革，据悉，新三板
精选层即将在 7 月 1 日推出，这
也意味着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
的改革实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而作为牛市行情的另一大
指标，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数据， 今年 3 月至 5
月，月度新增投资者数量连续 3
个月都超过百万，此前连续 7 个
月低于百万，投资者数量的大幅
增加是对市场活跃度的检验。 至
此，A 股市场各大环节都被大大
激活，证监会的动作不断，在广
大投资者来看，不仅仅是为了打
破条条框框，更主要的是能适应
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

哪些板块有望取得超额收益？

突破 240 周均线
将可持续上涨

新华优选分红近半年超额回报显著
2020 年上半年即将收官，

基金年中考即将接受投资者检
阅。 虽然上半年市场一度出现
巨幅调整， 但公募基金整体仍
斩获不俗的超额收益。 Wind 数
据显示， 新华优选分红近半年
取得了 32.82%的回报， 同期业
绩比较基准增长率为 2.94% ，

超额收益率 29.88%。 值得一提
的是， 该基金今年以来已累计
分红 4 次，每 10 份基金份额累
计分红 1.45 元。

新华优选分红重点持有稳
健成长的白马蓝筹股，主要是性
价比比较明显、 回报率较高、现
金流优异的行业龙头。 （杨广）

中欧基金六度斩获“明星基金公司”大奖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推跨分行面签
便利异地客户办理信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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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有云 ，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这是中医因时制宜养生
原则之一， 春夏之时，自

然界阳气升发，人们应顺时而养，护养体
内阳气，使之保持充沛。广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药学部中药师李欣给您推荐一款益
肾养阳，强筋补骨的靓汤。

推荐食疗方：杜仲山药尾骨汤
1、材料（2-3 人份）

杜仲 45g，干山药片 45g，猪尾及尾椎
骨 500g，生姜 3~5 片，盐适量。
2、做法：

1.杜仲，山药洗净浸泡 30 分钟；

2.猪尾及尾椎骨洗净砍块，焯水；
3.将处理完的猪骨，生姜放入锅中，药

材连浸泡水一起倒入， 再加适量水煲 40~
60 分钟，食用前调味即可。
3、功效：益肾养阳、强筋补骨。

中国药典记载 ，杜仲 ，性味甘温 ，归
肝、肾经，可以补肝肾 、强筋骨 ，用于肝肾
不足、腰膝酸痛的治疗 。 李欣指出 ，山药
能补脾养胃 、生津益肺 、补肾涩精 。 猪尾
可补腰力 、益骨髓 ，连尾椎骨一道入汤更
能强筋健骨 。 生姜解表散寒 、温中止呕 ，
可温胃助阳。

全汤互补互用 ， 对肾阳亏虚所致乏
力怕冷 、腰膝酸软 、腰痛绵绵 、尿频 、早
泄、勃起障碍等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高血压是一种高发病，我国高血压
患者人数近 3 亿， 由高血压引起的并
发症如心肌梗死 、心力衰竭 、脑卒中、
肾衰竭等， 已成为我国人群主要死亡
原因之一。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
何志良介绍，对于高血压的治疗，西医往
往是通过使用降压药来控制血压水平，而
中医是结合不同患者的体质，用中医药全
面调理身体，可以稳定血压、改善生活质
量、保护心脑肾等器官、预防并发症的发
生和发展。

中医重视体质发病， 高血压病多发
于阴虚肝旺体质和痰湿体质的两种人
群。

1、阴虚肝旺体质
老年人肾精亏虚，或工作、生活事务

繁多，思虑过度，精神紧张，造成阴精耗
伤，肾水不足，水不涵木，肝阳上亢，血压
升高。 此体质的人常见形体偏瘦，忧郁易
怒，血压波动大，头晕头痛，失眠，口干口
苦。

2、痰湿体质
嗜酒无度，过食肥腻，喜好冷饮，都

会损伤脾胃，以致痰湿内生，痰阻中焦，
清阳不升，出现血压升高，头晕等症。 此
体质的人常见形体肥胖，身体困重，口淡
便溏。

针对上述高血压病人的两种体质特
点，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专门制作两款
膏方给予调理：

平肝降压膏
基本方： 以天麻钩藤饮合杞菊地黄

丸为主方
功能：平肝熄风，滋养肝肾，清热活血
主治：肝肾阴虚 ，肝阳偏亢引起的高

血压，症见头晕头痛 ，耳鸣 ，失眠多梦 ，口
干口苦。

化痰降压膏
基本方： 以温胆汤合半夏白术天麻

汤为主方
功能：理气化湿，健脾和胃，豁痰通窍
主治：痰湿中阻，清阳不升，痰浊上扰

所致的高血压， 症见眩晕， 胸闷恶心，呕
吐，胃纳差，头重，身体困倦，口淡，便溏。

专家表示 ， 中医通过对高血压病人
施行望闻问切 ， 四诊合参 ， 作出体质辨
析 ，合理选用以上两款膏方进行调理 ，可
有效稳定血压 ，改善症状 ，预防心脑血管
并发症。

脑卒中是拖不得的病。 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梁燕玲介绍，对于缺血性的中风患者，
如果能在发病 4.5 小时内进行溶栓治
疗或者 24 小时内进行取栓治疗，大部
分患者可以避免终身残疾。因此，是否
能在发病后尽早到院， 后果可是天差
地别。 及时到达医院，血管得到开通，
病人中风后遗症少； 而错过了血管开
通的黄金时期， 留下的也许就是一辈
子的残疾、卧床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

羊城晚报记者从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三医院了解到，今年 2 月以来，卒
中救治患者大大减少， 很多患者因为

害怕新冠病毒而拒绝去医院就医，从
而延误治疗。

其实， 国内外专家很早就注意到
这个特殊人群了。 早在今年 3 月 31
日，卒中领域顶级期刊《Stroke》曾预
测， 受疫情影响全球脑卒中的急诊救
治将出现的问题， 并设立集中卒中救
治中心，确保医疗资源充沛，同时充分
利用网络等新媒体的优势和特点，加
强科普宣传， 提高公众卒中急救和预
防意识等策略。

梁燕玲提醒，在脑卒中救治中，家
属和患者别想着等等看。 患者和家人
要牢记脑卒中识别口诀“中风 120”：1

看一张脸，是否对称、口角歪；2 查二
只胳膊，平行举起、单侧无力；0 （聆 ）
听语言，言语不清、表达困难。 若发生
上述任何一种症状，请立即拨打 120，
就近送往有脑卒中救治“绿色通道”的
医院。

尽管在疫情期间， 广州的三甲医
院也已经有相应成熟的救治流程，24
小时做好随时救治病人的“绿色通
道”。 对于就医的卒中患者， 医院将
“救治为先”作为准则，先入院治疗，再
办理相关手续， 患者一到达医院即可
开始救治， 在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救
治黄金时间，减少脑卒中的伤害。

龙舟水过后，暑热重来。 高温
与雷雨交替进行，“下开水” 天气，
往往令人心烦气躁， 影响睡眠，甚
至会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广东
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林
举择表示， 此时在汤饮调理上，不
仅要解暑祛湿， 还要除烦安神、补
益心脾，打开“清凉阀”，身心平稳
安度炎夏。

林举择表示， 本期介绍的眉豆
黑豆茯神炖猪心汤，口感甘甜有益，
是夏季保养心脾、 调理身心健康的
大众化节气时令广东汤， 尤其适合
职场人士此时保健身心多饮用。

眉豆又名白饭豆，是广东地区
的特有称呼， 因豆正中有黑圈，如
两条眉毛合围成， 所以有眉豆之
名。 据《本草纲目》记载，眉豆：“入
太阴气分”，“止泄泻， 消暑， 暖脾
胃，除湿热，止消渴”。 不过林举择
提醒，因眉豆多食易性滞，故气滞
便结者要少吃眉豆。

中医认为黑豆是“肾之谷”。黑
豆补中带泄，能补肾益阴，健脾利
湿，除热解毒，还可以祛风除热、调
中下气、解毒利尿，降低血中胆固
醇，还有驻颜、明目、乌发，使皮肤
白嫩等多种食疗功效。

茯苓是广东汤水用来健脾祛
湿、利水消肿的药食两用常用之品。
茯神和茯苓同根生， 都是寄生在松
树上的真菌， 茯神的药用部分为干
燥菌核体中间抱有松根的白色部
分。 虽然两者都是性味甘、淡平，都
有渗湿、健脾、宁心功效，但茯神以
开心益智、宁心安神的功效见长，临
床搭配龙眼肉、 炒酸枣仁等多用于
治疗失眠、健忘、心虚惊悸等病症。

推荐食疗方：
眉豆黑豆茯神炖猪心汤

【材料】 眉豆 30 克 ， 黑豆 30
克 ，茯神 30 克 ，猪心 1 只 ，龙眼肉
15 克，生姜 3 片。

【制作】 各材料清洗干净 ；眉
豆 、黑豆隔夜浸泡备用 ；猪心飞水
后切大块状 。 所有材料放进瓦煲
内，加入清水 2500 毫升左右（约 10
碗水分量 ）， 武火煮沸后再改文火
慢熬 2 小时左右 ，进饮时方加入适
量食盐调味即可温服 。 这是 3-4
人分量。

【功效】祛湿除烦，健脾宁心。

“下开水”高热天
打开身心“清凉阀”

血压不稳、生活质量不佳
中医降压有“膏”招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李依颖 张倩茵

春夏宜养阳，试试杜仲山药尾骨汤！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黄月星

演员潘粤明父亲脑梗
“放血治疗”引争议！

医生：不能因疫情延误中风救治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方小波 白恬 高三德

6 月 21 日，演员潘粤明道歉登上微博热
搜。 起因是 19 日潘粤明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潘粤明父亲突发脑梗，潘妈妈和医生视频学
救治方法，在无任何医学基础的情况下为潘
爸爸针灸放血、渡过难关。

由此，“放血疗法”治疗脑梗引发网友热
议，随后潘粤明再发微博解释。

然而， 潘粤明再次发文后仍有争议，有
读者对放血疗法表示疑惑， 也有读者认为，
潘爸爸当时应该留在医院急诊室观察，带他
回家反而有风险。

到底中医针灸放血疗法有没有
这么神奇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
医医院针灸康复门诊主任黄应杰
表示，在临床应用上，中医确实有
放血治疗这种方法。 放血疗法是中
医通过点刺穴位放出血液以治疗
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 ，放血疗法可
以用于很多疾病的治疗 ，除了治疗
一般性疾病之外 ，还可用于关键时

刻的救急。
尤其是临床上常用于急救治疗的

“十宣放血疗法”,十宣穴在双手十个
指头的尖端， 距离指甲边缘大概 0.1
寸。 中风患者中，使用“十宣放血疗
法”必须要分清证型，属于实证、热证
的适合放血，虚证、寒证 （如出冷汗 、
人发冷等）不宜放血。

黄应杰强调， 对于中风的病人，

在对症的情况下，“十宣穴放血”有一
定的治疗作用， 有助于其病情的恢
复。 但患者中风的病因仍在，要继续
跟进检查，明确中风性质，对症综合
治疗。 说扎一下针放几滴血就能治好
中风、起死回生，纯粹是为吸引眼球。
所以，并不提倡不懂医术的家人随意
为患者施针。 遇到中风等急病还是要
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治疗。

图图 // 视视觉觉中中国国

图图 // 视视觉觉中中国国

中医 “放血疗法”要分热证虚证，不宜盲用

西医 不能因为疫情而延误中风救治
今养生方日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