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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大势研判】 

大盘震荡回调 

盘面研判： 

周三大盘缩量震荡回调，重回 2800点之下。早盘受消息面影响，指数大幅低开，直接

跌破 2800 点，盘中略有反抽，但幅度有限，午后继续回落，最低下探 2752 点，尾盘略有

反弹，跌幅收窄。截止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1.76%；深证成指下跌 1.97%；创业板指数下跌

1.88%。从盘面上看，板块个股普跌，以软件、互联网、通讯、环保、电子、券商、传媒跌

幅较深。 

从影响市场的因素看，据媒体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进一步对华加征关税清单，拟

对约 2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 10%的关税，涉及海产品、农产品、水果、日用品。其中关

税清单长达 195页，此新一轮关税措施需在 8月 20 日至 23日举行听证会后，于 8月 30日

由特朗普政府对公共评论期结束后，再采取进一步决定。随后我国商务部做出回应，称中

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与此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共同维护

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反对贸易霸凌主义，将立即就美方的单边主义行为向

世界贸易组织追加起诉。之前市场预期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上周末的互征关税而有所落地，

但此次再公布 2000亿新清单意味着贸易摩擦并未结束，而是继续升级，对市场带来较大冲

击。特别是人民币汇率再度出现贬值压力，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日内早间急跌 300 多点，回

落至 6.68左右水平。另一方面，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签署农业、

教育、青年、卫生、化工、通信、汽车、自动驾驶等领域 20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签署，总金

额近 300 亿美元。中德间扩大合作与相互投资范围，有望适度稳定外贸，降低中美贸易摩

擦的长期影响。 

综合来看，周三大盘震荡收跌，走势低迷。指数跌破 2800 点，回到近期低点位置，个

股板块普跌，成交量更是继续缩量，市场观望情绪较浓。从市场环境来看，中美贸易冲突

仍在继续，加上汇率走势相对偏弱，可能对市场有所抑制。整体来看，大盘缩量回落，短

线走势趋弱，预计短线仍有震荡反复。操作上建议适度谨慎，重点关注金融、化工、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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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操作建议： 

操作上建议适度谨慎，重点关注金融、化工、医药、食品饮料、TMT等板块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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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关注水泥板块 

周三沪指震荡下跌，跌幅 1.76%，申万一级行业全部收绿。板块方面，计算机、通

信、国防军工板块跌幅居前，休闲服务、农林牧渔、医药生物板块跌幅居后。建议关注水

泥板块的机会。 

从行业消息来看，中国水泥协会信息中心副主任、数字水泥网总裁陈柏林 10日表示，

受益于国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水泥市场供给端发生大变化。随着供求关系改

善，水泥企业业绩也普遍大涨。与此同时，受环保严监管因素影响，化工行业迎来优胜劣

汰，上市化工企业业绩亮眼，持续提振市场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水泥行业的传统旺季是下半年，这就意味着今年下半年水泥产业仍有

行情可期，2018年水泥行业利润有望创历史新高。 

另外，2018 年 1 月，工信部印发《关于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

知》明确要求，严禁新增产能的同时允许减量置换；6月份国务院下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再次确认严禁新增、减量置换的行业准则。 

可以看到，2018 年全国夏季水泥行业错峰停产计划趋严，叠加环保因素，整体供需有

望维持紧平衡。短期来看，水泥价格仍可维持高位，2018年水泥行业盈利将能维持高位。 

综合来看，水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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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螺水泥、金隅集团、冀东水泥、宁夏建材、天山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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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虹股份 

（002419） 

7 月 11 日 

（13.39） 
13.39 12 

公司股权激励充分，看好未来三年仍具备领先行业的扩

张和盈利能力，估值合理，建议关注。 

锦江股份 

（600754） 

7 月 10 日 

（33.98） 
34.42 31 逆势上涨，持股。 

招商银行 

（600036） 

7 月 9 日 

（26.95） 
26.60 25 小幅震荡，持股。 

赣锋锂业 

（002460） 

7 月 6 日 

（37.87） 
39.25 36．2 震荡上涨，持股 

岷江水电 

（600131） 

7 月 6 日 

（6.23） 
6.19 6 小幅震荡，持股。 

农发种业 

（600313） 

7 月 4 日 

（3.23） 
3.13 3 震荡回落，持股。 

山东黄金 

（600547） 

7 月 4 日 

（24.99） 
24.01 23 小幅回落，持股。 

科大讯飞 

（002230） 

7 月 3 日 

（32.85） 
31.27 31 震荡回落，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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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格通信 

（002465） 

7 月 3 日 

（8.55） 
8.60 8 小幅震荡，持股。 

京东方 

（000725） 

6 月 29 日 

（3.54） 
3.32 3.22 震荡回落，持股。 

长电科技 

（600584） 

6 月 26 日 

（16.28） 
15.68 15.32 震荡回调，走势偏弱，持股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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