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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研究 

领域 一周观点 分析师 

策略 

本周 9月份CPI增速再超市场预期，滞胀问题愈发明显成为市场走弱的关键因素。三季度GDP

增速继续下行至 6.0%，与当前估值所隐含的预期增速基本接近，9 月消费、基建投资以及工
业生产均有弱反弹，但企业盈利能否持续改善还需跟踪更具前瞻意义的金融数据。周五证监
会正式发布对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修改，主要内容与今年 6 月征求意见稿基本一致，总
体对二级市场影响有限。往后看，由于当前乃至四季度滞胀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市场上
涨动能也将持续受到制约，但当前市场估值相对合理，意味着下跌空间有限，仍然建议耐心
持仓等待。 

谢超 

金工 

—量化择时 

A 股择时观点：震荡企稳，上涨动能尚显不足。 RSRS 模型：全面看多上证综指、上证 50、
创业板指。市场综合情绪指数：综合情绪指数上升，市场情绪中性偏乐观。本周市场情绪综
合指数当前值为 52，较上周的 49 有所上升，市场情绪中性偏乐观。资金流向：北上资金情
绪升温，两融数据上升。基金仓位：本周偏股型基金仓位总体下调。 

刘均伟 

金工 

—资产配置 

与基金推荐 

1)9 月工业增加值数据对 A 股相对乐观。今年 4 月以来，工业增加值与 A 股的相关性一直为
正且作为上证 50、沪深 300 的驱动因子显著性也较强。9 月工业增加值超前值及预期，对 A

股较为乐观。2）盈利关注度持续。本周上证 50 驱动因子模型中预测 ROE 同比的影响持续并
较前一期解释力度上升，说明短期内盈利的影响继续提升。此外，美元指数近期下行且对上
证 50 呈反向影响，体现了贸易谈判的仍对 A 股产生较大影响；中证 500 成交量下行，量能
略显不足。  

邓虎 

金融产品 

—场内基金 

与创新产品 

科技类 ETF 年内发行规模超百亿，华夏 5GETF 首募规模领先。随着年内科创板的设立，科
技类 ETF 备受瞩目，又恰逢 5G 带来的新一轮科技浪潮，科技类 ETF 规模大增。据 Wind 数
据统计，截止 2019 年 10 月 20 日，今年新发行股票型 ETF 近 70 只，科技类 ETF 达 12 只，
合计发行规模超过 100 亿元。其中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题 ETF、华泰柏瑞中证科技 100ETF

首募规模领先。华宝中证科技龙头 ETF 上市以来规模激增 52.32 亿元，成为已上市的科技类
ETF 中最大的一只。 

邓虎 

基金 
资金价格是短期比较重要的影响因子。建议降低资产负债率高的行业基金配置，增加低负债
率的行业基金配置。中长期资金继续配置 TMT、医疗行业相关基金，及纳指 100 指数基金。 

张美云 

   

行业研究 

领域 一周观点 相关上市公司 分析师 

银行 

1.MLF 提频不降价，预计 10 月 LPR 有望保持不变，但不影响未来 LPR 报价
呈现“阶梯式”下行特点;2.缴税高峰期临近，资金利率普遍上行;3.存单发行
规模扩大，存单价格趋于上行;4.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结构
性存款业务的通知》,我们认为：一是旨在降低银行体系负债成本，引导 LPR

下行。二是该政策能否彻底抑制“假结构”需要再观察。 

 王一峰 

非银 

本周日均股基交易额为 4845 亿元，环比上涨 16%，两融交易额占 A 股成交额
比例 9.3%，环比上周上涨 0.1ppts。前三季度 GDP 不及预期，市场指数阶段
性回调。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化，保险、券商三季报公布在即，业绩稳中向
好，看好综合性保险集团及头部券商。 

中国太保 

中国平安 

中信证券 

华泰证券 

海通证券 

赵湘怀 

房地产 

行情：本期申万房地产-1.31%，跑输上证 0.12pc；恒生内地地产+2.60%，跑
赢恒指 1.03pc。楼市成交面积：49 城商品房环比+39.28%，累计+13.62%，
18 城二手房环比+59.21%，累计+11.31%，14 城去化周期 13.28 月，较上周
-0.2 月。百城土地：面积环比+592.1%，累计同比-4.1%；总价环比+662.3%，
累计同比+16.7%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万科 A+H，保利地产、招商蛇口、金
地集团、融创中国和中国金茂；建议关注存量运营优势标的，如陆家嘴和华润
置地。 

万科(A+H) 

保利地产 
招商蛇口 
金地集团 
融创中国(H) 

中国金茂(H) 

陆家嘴 

华润置地(H) 

何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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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 

—原油 

1、本周受对经济增速的悲观预期及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增加的影响，国际油价
下跌。布伦特和 WTI 原油期货价格分别收于 59.42 美元/桶和 53.78 美元/桶。
美元指数交投于 97.20 附近。2、风险提示：地缘政治风险，中美贸易摩擦加
剧，美国产量增速过快。 

 裘孝锋 

石化 

—大炼化 

本周 PTA价格环比下降 165 元/吨至 4965 元/吨，相较三个月前大幅下跌 1385

元/吨；价差环比下降 51 元/吨至 654 元/吨，相较三个月前下降 1023 元/吨。
受节假日影响，长丝和短纤货物持续积压，库存环比大幅上升。本周 POY、
FDY、DTY 库存天数分别上升 5 天、4.5 天和 6.5 天至 11.5 天、14.5 天和 26

天；短纤库存天数上升 8.5 天至 11 天。 

 裘孝锋 

钢铁 

（1）本周钢铁产业链价格继续回调，国内钢价综合指数下跌 1.35%，铁矿石
综合指数下跌 1.27%；（2）本周钢铁供给继续复苏，全国高炉产能利用率增长
1.66pct；（3）近期钢铁需求略显疲弱，9 月钢铁 PMI 新订单指数仍处于低位，
挖掘机开工小时数同比下降 3.7%，工业和建筑业需求都偏弱。 

上海钢联 

中信特钢 

方大特钢 

王招华 

建材 

四季度，北方气温下降需求走弱水泥价格走稳，南方旺季支撑水泥价格走高。
叠加全国严查运输超载，致使运费大幅上升跨区域运输受限，进一步支撑价格
表现。预计西北地区水泥企业业绩弹性较高，南部水泥龙头业绩稳健增长，配
置海螺，优选华新、天山、祁连山、万年青，关注港股华润水泥控股。关注玻
璃行业龙头港股信义玻璃。小建材：垒知集团（原建研集团）、山东药玻、伟
星新材、东方雨虹、中国巨石。 

海螺水泥 

华新水泥 

天山股份 

祁连山 

万年青 

东方雨虹 

伟星新材 

山东药玻 

垒知集团 

陈浩武 

公用环保 

公用事业：在全社会投资回报率边际下的背景下，“类债券”股票的吸引力在
逐步增强；电力股的“替代价值”和“周期对冲”优势仍为二级市场驱动力;

建议关注管网公司成立引发的主题性行情。环保：垃圾分类给固废全产业链带
来市场增量，环保督察第二批年内将启动。投资建议：水电推荐长江电力、国
投电力、川投能源、华能水电；火电推荐华能国际（A+H）、华电国际（A+H）、
长源电力、京能电力；燃气推荐深圳燃气、重庆燃气、新天然气、百川能源；
环保建议关注维尔利、盈峰环境、龙马环卫、上海环境、瀚蓝环境。 

华能国际(A+H) 

华电国际(A+H) 

长江电力 

国投电力 

川投能源 

华能水电 

长源电力 

京能电力 

深圳燃气 

重庆燃气 

新天然气 

百川能源 

王威 

交通运输 

媒体报道“波音隐瞒 737MAX 关键漏洞”，737MAX 复飞或继续推迟；中美贸
易争端有望取得阶段性成果，我们维持行业“增持”评级，推荐收入成本弹性
较大的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 

东方航空 

南方航空 

中国国航 

程新星 

电子 

重点把握 5G 手机创新和半导体国产替代两条主线，建议关注：1、消费电子：
信维通信、顺络电子、鹏鼎控股、立讯精密、歌尔股份、三环集团。2、半导
体：兆易创新、北京君正、汇顶科技、韦尔股份、圣邦股份、卓胜微、闻泰科
技、纳思达、紫光国微等。3、PCB：深南电路、沪电股份、生益科技、弘信
电子等；4、其它：海康威视、锐科激光、视源股份等。 

信维通信 

三环集团 

顺络电子 

海康威视 

锐科激光 

视源股份 

深南电路 

刘凯 

教育 

K12 在线直播行业深度调研和新东方在线再跟踪。我们认为网校的运营本质在
于服务而非产品,东方优播扎根三四线城市，虽然发展速度较慢，但是获客成
本较低、小班授课且授课老师承担辅导职责，所以学生的服务体验较好。我们
预计东方优播 FY2019-2021 年 1.8、4-5、8-10 亿元收入，2019 年年底前有
希望覆盖 140 个城市。教育行业投资建议：五条主线配置，建议关注中公教
育、中国东方教育、新东方在线、视源股份、开元股份。 

中公教育 

视源股份 

开元股份 

新东方在线(H) 

中国东方教育(H) 

刘凯 

国投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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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通信行业三季报预告密集发布，5G、会议信息化等领域快速增长。2019 年前
三季度，部分重点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为：亿联网络+40~50%、视源股份
+44%~+90%、中新赛克 +10%~20%、通宇通讯 +46%-57%、大富科技
+165%-172%、会畅通信+140%~154%、光环新网+25%~33%、海格通信
+15%~35%、移为通信+19%~24%等。此外，中兴通讯和武汉凡谷前三季度
净利润分别为 19.8~27.8 亿元、9500 万元~1.2 亿元。 

 刘凯 

传媒 

新一轮媒体技术升级临近，旗帜鲜明的看多板块。传媒已到政策底、唯一的市
场所担忧的行业基本面改善-只是时间问题，若等待基本面最底部或将错过最
佳配置时间，而伴随着技术面如 5G 到来即相关内容应用的实现，将催化未来
板块或将迎来整体的估值提升；我们从两个维度推荐：一方面关注各细分领域
龙头的公司，一方面关注技术革命带来板块的历史性大机遇如 VR/AR、云游
戏、云 VR、超高清视频。互联网行业竞争加剧风险、媒体管制放松导致牌照
价值削弱风险、广电行业整合进度不及预期风险。 

华策影视 

顺网科技 

贵广网络 

光线传媒 

新媒股份 

芒果超媒 

腾讯控股(H) 

凤凰传媒 

完美世界 

孔蓉 

纺服 

上周沪深 300 跌 1.08%，纺织板块跌 0.01%、服装板块跌 1.36%。统计局数
据 9 月社零总额增 7.8%、服装增 3.6%，零售仍较平淡。本周观点：短期服装
零售预计继续平稳，关注四季度传统旺季情况和 20 年春节提前带来一定提振。
三季报披露中，关注业绩增长稳健的标的安踏体育、森马服饰、比音勒芬、开
润股份、歌力思。风险提示：终端零售疲软；汇率波动；棉价波动；部分公司
解禁压力。 

安踏体育 

森马服饰 

比音勒芬 

开润股份 

歌力思 

李婕 

零售 

展望未来一段时间，零售板块热点可能转移到国企板块，随着居然之家借壳武
汉中商，重庆百货混改步入佳境，未来一段时间国企改革的深化或成为板块的
热门焦点。尤其是国企中的百货类股票，国企改革未来或有继续深化预期。此
外，行业目前仍然受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对存在一定压力，我们看好母婴
类，酒类等细分行业的渠道商，其短期成长性相对较好。短期零售板块整体性
机会较小，精选个股是上策。风险提示：居民消费需求增速未达预期，地产后
周期影响部分子行业收入增速，人工费用上涨速度高于预期。 

老凤祥 

爱婴室 

华致酒行 

银座股份 

唐佳睿 

医药 

上周，A 股医药指数上涨 0.74%，排名第 2/28 位，表现突出。投资观点：注
射剂一致性评价加速洗牌，景气主线引领三季报行情。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政策
加速推进，利好科伦药业、正大天晴和恒瑞医药等化药注射剂龙头，健友股份、
普利制药等注射剂出口特色药企和山东药玻等注射剂药包材龙头。三季报业绩
预告披露完毕，医药景气主线如原料药 API、CXO、医疗服务等板块继续兑现
业绩高增长，景气主线仍将引领医药三季报行情。风险提示：三季报业绩不达
预期；医保控费加剧药品降价超预期；带量采购蔓延至高值耗材。 

泰格医药 

药明康德 

药石科技 

爱尔眼科 

欧普康视 

长春高新 

我武生物 

华兰生物、 

云南白药 

益丰药房 

大参林 

老百姓 

中国生物制药(H) 

石药集团(H) 

林小伟 

食品饮料 

受益于城镇化和消费习惯变迁趋势，我们认为短保面包行业将维持高速增长。
其中桃李和达利凭借自身不同优势有望成为行业份额领先者，建议给予重点关
注。自达利集团进入短保面包业务，市场颇为关注其进展。通过跟市场的沟通
交流，我们梳理出了几个关于美焙辰的常见问题并予以基本解答。美焙辰的加
入，有助于加速短保面包市场培育。在公司循序渐进的策略下，美焙辰在目前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我们建议投资者以更为积极的视角进
行观察对于该品牌的发展。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滑风险；企业经营风险；食
品安全问题。 

贵州茅台 

五粮液 

泸州老窖 

古井贡酒 

中炬高新 

海天味业 

伊利股份 

洽洽食品 

绝味食品 

汤臣倍健 

张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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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 

9 月行业数据陆续出炉，综合分析奥维零售和产业在线出货数据：19Q3 行业
整体表现平淡，空调零售/出货微跌，厨电基本同比持平；格局变动持续，公
司个股逻辑更为突出。我们对板块部分重点公司的三季报预期做小幅调整：美
的集团：内销维持强势增长，预计收入端同比+5~8%，利润端继续维持 15%

以上同比增长，考虑合并原小天鹅少数股东权益后，单季归母利润预计同比
+21~26%；新宝股份：自主品牌超预期增长，预计可以带动 Q3 单季利润同比
增速达到 15%以上。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不景气；地产销量萎缩；原材料价
格上涨。   

海信家电 

九阳股份 

新宝股份 

老板电器 

欧普照明 

华帝股份 

格力电器 

美的集团 

海尔智家 

金星 

轻工 

根据统计局最新数据，1-9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11.9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0.1%，降幅比 1-8 月份收窄 0.5pct。9 月销售面积增速 2.9%，较前值下降
1.7pct。1-9 月竣工面积 4.67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8.6%，降幅收窄 1.4pct，9

月增速为 4.8%，较前值提高 2pct，年内首次转正。我们可以预期四季度家居
收入增速进一步回暖。家居板块我们重点推荐江山欧派、尚品宅配、顾家家居、
欧派家居、索菲亚。包装板块我们建议关注业绩增长稳定性强或边际存在较大
改善空间的标的，重点推荐劲嘉股份、裕同科技。 

欧派家居 

江山欧派 

尚品宅配 

索菲亚 

劲嘉股份 

中顺洁柔 

晨光文具 

顾家家居 

裕同科技 

太阳纸业 

黎泉宏 

中小盘 

禽：商品代鸡苗价格继续创历史新高。新建商品代养殖产能陆续投产，对苗种
需求形成强有力的支撑。禽产业公司今年量价齐升，业绩确定性更强。建议关
注:民和股份、益生股份、圣农发展及仙坛股份。 猪：全国生猪价格突破 35

元/公斤。要以长周期的逻辑来把握行业，而非单纯价格冲击的博弈。非洲猪
瘟将给行业带来新格局，规模化企业将在新一轮扩产周期中进一步提升市占
率。建议整体配置板块，关注：一线龙头企业温氏股份等；二线企业新希望、
正邦科技等；三线弹性标的金新农、唐人神、天康生物等。 

温氏股份 

新希望 

正邦科技 

金新农 

唐人神 

天康生物 

刘晓波 

    

 

特别说明 

本资料为光大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摘录，所载信息均摘编自光大证券研究所已正式发布研究报告，供机构投资者客户参考。若对

报告摘编产生歧义，应以报告发布当日完整内容为准。本资料仅代表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相关分析意见及建议，可能会随时间的推

移而变动，光大证券研究所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更新或修改，投资者请自行关注并及时跟踪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相关上市公司中，加粗显示的为推荐品种，非加粗显示的为关注品种。 

 



2019-10-21 一周尽览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5- 证券研究报告 

 

光大证券研究所分析师列表 

分析师 执业证书编号 邮箱 分析师 执业证书编号 邮箱 

陈冠雄 S0930517080003 chenguanxiong@ebscn.com 陈浩武 S0930510120013  chenhaowu@ebscn.com 

陈佳宁 S0930512120001  chenjianing@ebscn.com 陈彦彤 S0930518070002 chenyt@ebscn.com 

陈治中 S0930515070002 chenzhz@ebscn.com 程新星 S0930518120002 chengxx@ebscn.com 

邓虎 S0930519030002 denghu@ebscn.com 邓巧锋 S0930517100005 dengqiaofeng@ebscn.com 

董天韵 S0930519070002 dongty@ebscn.com 范佳瓅 S0930518100002 fanjiali@ebscn.com 

付天姿 S0930517040002 futz@ebscn.com 傅锴铭 S0930517070001 fukm@ebscn.com 

甘骏 S0930518030002 ganjun@ebscn.com 古翔 S0930519070003 guxiang@ebscn.com 

郭永斌 S0930518060002 guoyb@ebscn.com 何缅南 S0930518060006 hemiannan@ebscn.com 

贺根 S0930518040002 hegen@ebscn.com 胡骥聪 S0930519060002 hujicong@ebscn.com 

胡添雅 S0930518110002 hutianya@ebscn.com 黄文静 S0930516110004 huangwenjing@ebscn.com 

汲肖飞 S0930517100004 jixiaofei@ebscn.com 菅成广 S0930519080002 jiancg@ebscn.com 

姜国平 S0930514080007 jianggp@ebscn.com 金星 S0930518030003 jinxing@ebscn.com 

经煜甚 S0930517050002 jingys@ebscn.com 孔蓉 S0930517120002 kongrong@ebscn.com 

黎泉宏 S0930518040001 liqh@ebscn.com 李婕 S0930511010001  lijie_yjs@ebscn.com 

李瑾 S0930518100001 lijin@ebscn.com 李伟峰 S0930514050002 liweifeng@ebscn.com 

梁东旭 S0930517120003 liangdongxu@ebscn.com 林小伟 S0930517110003 linxiaowei@ebscn.com 

刘晓波 S0930512080003 liuxb@ebscn.com 刘均伟 S0930517040001 liujunwei@ebscn.com 

刘凯 S0930517100002 kailiu@ebscn.com 刘慨昂 S0930518050001 liuka@ebscn.com 

刘政宁 S0930519060003 liuzn@ebscn.com 罗晓婷 S0930519010001 luoxt@ebscn.com 

马瑞山 S0930518080001 mars@ebscn.com 倪昱婧 S0930515090002 niyj@ebscn.com 

牛鹏云 S0930515050003 niupy@ebscn.com 秦波 S0930514060003 qinbo@ebscn.com 

裘孝锋 S0930517050001 qiuxf@ebscn.com 邵闯 S0930519050004 shaochuang@ebscn.com 

邵将 S0930518120001 shaoj@ebscn.com 石崎良 S0930518070005 shiql@ebscn.com 

宋硕 S0930518060001 songshuo@ebscn.com 孙路 S0930518060005 sunlu@ebscn.com 

孙伟风 S0930516110003 sunwf@ebscn.com 孙未未 S0930517080001 sunww@ebscn.com 

唐佳睿 S0930516050001 tangjiarui@ebscn.com 唐雪雯 S0930518070001 tangxw@ebscn.com 

万义麟 S0930519080001 wanyilin@ebscn.com 王凯 S0930518010004 wangk@ebscn.com 

王梦恺 S0930518110003 wangmk@ebscn.com 王奇琪 S0930519050001 wangqq@ebscn.com 

王琦 S0930517120001 wangqi16@ebscn.com 王锐 S0930517050004 wangrui3@ebscn.com 

王威 S0930517030001 wangwei2016@ebscn.com 王一峰 S0930519050002 wangyf@ebscn.com 

王招华 S0930515050001 wangzhh@ebscn.com 危玮肖 S0930519070001 weiwx@ebscn.com 

卫书根 S0930517090002 weishugen@ebscn.com 文姬 S0930519030001 wenji@ebscn.com 

邬亮 S0930518040003 wuliang16@ebscn.com 吴柳燕 S0930519070004 wuliuyan@ebscn.com 

吴裕 S0930519050005 wuyu1@ebscn.com 肖亚平 S0930519050006 xiaoyaping@ebscn.com 

谢超 S0930517100001 xiechao@ebscn.com 谢宁铃 S0930512060002 xienl@ebscn.com 

叶倩瑜 S0930517100003 yeqianyu@ebscn.com 殷中枢 S0930518040004 yinzs@ebscn.com 

于鸿光 S0930519060001 yuhongguang@ebscn.com 张美云 S0930510120007  zhangmy@ebscn.com 

张文朗 S0930516100002 zhangwenlang@ebscn.com 张旭 S0930516010001 zhang_xu@ebscn.com 

张喆 S0930519050003 zhangzhe@ebscn.com 赵乃迪 S0930517050005 zhaond@ebscn.com 

赵启超 S0930518050002 zhaoqc@ebscn.com 赵湘怀 S0930518120003 zhaoxh@ebscn.com 

周翔 S0930518080002 zhouxiang@ebscn.com 周萧潇 S0930518010005 zhouxiaoxiao@ebscn.com 

周子彭 S0930518070004 zhouzipeng@ebscn.com    
      



2019-10-21 一周尽览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6-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买入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

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A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

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
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专业审慎的研究
方法，使用合法合规的信息，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并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负责准备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人员在
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任何关于发行商或证券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研究人员的个人观点。研究人员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
的质量和准确性、客户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人员保证他们报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
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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