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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大势研判】 

大盘三连阳 

盘面研判： 

周二大盘震荡中小幅上涨，收出三连阳。早盘指数小幅高开后有所震荡反弹，但盘中

出现回落，维持窄幅震荡，午后更是一度跌至 2800 点，随后尾盘出现反抽，指数顽强翻红。

截止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0.44%；深证成指上涨 0.49%；创业板指数上涨 0.70%。从盘面上

看，板块个股涨跌互现，建材、医药、有色、钢铁等板块表现较强，而保险、银行等板块

走势较弱。 

从影响市场的因素看，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同比

上涨 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9%。就 PPI部分，分别高于预期值 4.5%与前

值 4.1%，增速创年内新高；环比部分上涨 0.3%。PPI上涨主要是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6.1%，

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也同比上涨 5.1%，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4.61%。

在行业中以开采业、燃料加工业、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合计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最多。此

外，CPI 上涨 1.9%，继续在 2%以下运行，较上月略升 0.1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3%，非食品价格上涨 2.2%；消费品价格上涨 1.5%，服务价格上涨 2.4%。环比来看，CPI

下降 0.1%，主要是鲜果和鲜菜价格环比出现下降所致。整体来看，物价水平总体温和上涨，

CPI处于较为稳定态势，通胀压力不大。另外，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

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在稳定出口的同时进一步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

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自由贸易。管理层近期持续出台外贸相关政策，有利于

逐步减缓贸易摩擦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此外，央行周二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单日净回笼

300亿元，不过资金利率维持平稳。 

综合来看，周二大盘震荡收红，延续回暖格局。指数盘中考验 2800点，但最终顽强守

住，而三连阳的格局也使得短线技术面有所走稳。个股板块涨跌互现，金融股小幅震荡，

而建材、医药、有色等板块适度活跃，唯成交量继续缩量荡格局，市场观望态势仍较浓。

从市场环境来看，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数据保持温和，资金面也相对稳定，对市场仍有支持。

整体来看，大盘三连阳，技术面走势有所修复，预计后市仍有震荡反弹机会，关注后续量

能支撑。操作上建议适度积极，择机布局。重点关注金融、化工、医药、有色、食品饮料、

TMT等板块品种。 

趋势预测： 

预计大盘后市仍有震荡反弹机会。 

操作建议： 

操作上建议适度积极，择机布局。重点关注金融、化工、医药、有色、食品饮料、TMT

等板块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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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关注天然气板块 

周二沪指震荡上涨，涨幅 0.44%，申万一级行业多数收红。板块方面，建筑材料、休

闲服务、交通运输板块涨幅居前，非银金融、家用电器、银行板块跌幅居前。建议关注天

然气板块的机会。 

从行业消息来看，7月 9日，北京市发改委发布《关于调整本市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

的通知》和《关于调整本市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自 7月 10日起，居民用管

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上调 0.35 元/立方米，下调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其中，工商

业用气销售价格下调 0.07 元/立方米；发电用气销售价格下调 0.02 元/立方米；其他非居

民用气销售价格下调 0.01 元/立方米。 

这背后是国家发改委天然气改革的落地。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并轨理顺后，近期北

京、陕西等多地掀起新一轮的终端销售价格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天然气改革继续推进。5 月 25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理

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将居民用气由最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

价格水平按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水平(增值税税率 10%)安排。在此之下，全国多省陆

续调整公布天然气最新基准门站价格。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理顺后，终端销售价格由地方政府综合考

虑居民承受能力、燃气企业经营状况和当地财政状况等因素，自主决策具体调整幅度、调

整时间等，调价前须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2018 年如调整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原则上应在

8月底前完成。 

综合来看，天然气产业链随着去产能政策的持续支持，行业技术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升

级，将在未来有较好的持续发展空间。建议关注实力雄厚，业绩较好的相关细分龙头个

股，如大通燃气、迪森股份、中国石化、陕天然气、中天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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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江股份 

（600754） 

7 月 10 日 

（33.98） 
33.98 31 

未来酒店行业中端占比仍将提高，连锁化程度将加深，

市场集中度将继续提高，龙头企业将受益，短线有所企

稳，估值合理，建议关注。 

招商银行 

（600036） 

7 月 9 日 

（26.95） 
26.80 25 小幅震荡，持股。 

赣锋锂业 

（002460） 

7 月 6 日 

（37.87） 
38.99 36．2 震荡上涨，持股 

岷江水电 

（600131） 

7 月 6 日 

（6.23） 
6.22 6 小幅震荡，持股。 

农发种业 7 月 4 日 3.17 3 震荡回落，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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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313） （3.23） 

山东黄金 

（600547） 

7 月 4 日 

（24.99） 
24.22 23 小幅回落，持股。 

科大讯飞 

（002230） 

7 月 3 日 

（32.85） 
32.02 31 震荡上涨，持股。 

海格通信 

（002465） 

7 月 3 日 

（8.55） 
8.86 8 小幅震荡，持股。 

京东方 

（000725） 

6 月 29 日 

（3.54） 
3.44 3.22 震荡上涨，持股。 

长电科技 

（600584） 

6 月 26 日 

（16.28） 
16.64 15.32 小幅震荡，持股。 

光线传媒 

（300251） 

6 月 22 日 

（9.67） 
10.56 9 小幅上涨，考虑逢高可减持兑现利润，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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