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H I N A F U T U R E S  R E S E A R C H  

  1 HTTP://WWW.CFC108.COM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5000 点之上，如何操作？ 

 

摘要： 
 

通过对上证指数、沪深 300 指数以及中证 500 指数的周线

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宜采取如下操作策略： 

1）沪深 300 以及上证 50 指数，创历史新高可能性较大，

对相应期指，采取多单持有、回调买入策略； 

2）中证 500 指数已大幅创新高，对相应期指，采取多单持

有策略；若市场回调，重点关注第三类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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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操作策略 
通过对上证指数、沪深 300 指数以及中证 500 指数的周线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宜采取如下操作策略： 

1）沪深 300 以及上证 50 指数，创历史新高可能性较大，对相应期指，采取多单持有、回调买入策略； 

2）中证 500 指数已大幅创新高，对相应期指，采取多单持有策略；若市场回调，重点关注第三类买点！ 

二、上证指数：周线分析 

 

上图显示，自中国创立股市以来，周线图上只形成过一个中枢，即 1558-998 方框区域。中枢之后的上涨段

（即 998-6124）相较中枢之前的上涨段（即 1558 之前）没有构成背驰，因而 2008 年 10 月份回落低点 1664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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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回到中枢（即 1558-998 区域），进而 1664 点构成第三类买点。 

随后，在长达近 5 年的时间内（2008 年 10 月-2013 年 6 月），市场呈现冲高回落走势，但级别上一直未能

形成 1664 点开始的上涨段（只有上涨笔）。直到 2015 年 3 月，大盘突破 3478 点之后，才形成 1664 点开始的上

涨段。目前，此上涨段仍在延续。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上涨段（1664 之后）相较于之前的上涨段（即 998-6124）没有形成段内背驰。另外，

理论上要形成新的中枢，目前的上涨段（1164 之后）应该突破 2007 年的高点 6124。 

三、沪深 300 指数：周线分析 

 

沪深 300 指数自 2005 年才开始编制。上图显示（红线代表上涨段，绿线代表下跌段，白线代表笔），2008
年 10 月份 1606 点之后只有上涨笔，没有上涨段，相反下跌都是段，一直到 2014 年 11 月，沪深 300 指数才有

上涨段出现。因此，自 2007 年 10 月份 5891 之后只有下跌段、没有上涨段的历史被修改，市场趋势得以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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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沪深 300 指数以来，周线上仍然没有中枢出现，理论上本轮牛市应该突破 2007 年高点才会形成中枢。 

四、中证 500 指数：周线分析 

 

中证 500 指数自 2007 年开始编制。上图显示，周线上存在一个中枢，即 5495-2704 方框区域。值得注意的

是，因为 2010 年 11 月份 5581 点已突破 2008 年 1 月份高点 5495 点，因此本轮 A 股牛市中证 500 指数显著跑赢

上证指数和沪深 300 指数。 

投资者需要关注的是，中枢之后的上涨段（即 2704 之后）相较中枢之前的上涨段（即 5495 之前）没有背

驰，理论上存在第三类买点机会（即，下跌段回落不回 5495-2704 中枢），但目前上涨段仍在延续，何时结束有

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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