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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大势研判】 

大盘高开低走 震荡下跌 

市场概况： 

周五大盘高开低走，震荡收跌。早盘指数小幅高开，横盘震荡，随后在电子及金融权

重板块拖累下震荡走低，午盘市场加速下跌，随后维持低位震荡至绿盘报收。 

截止收盘，上证综指下跌 1.32%或 39.19点，报收 2938.14点；深证成指下跌 1.16%或

111.88 点，报收 9533.51 点；创业板指下跌 0.58%或 9.63点，报收 1648.63 点。 

热点分析： 

周五金融权重板块集体走弱，拖累市场震荡下跌，个股板块呈普跌态势，仅畜牧养殖

及疫苗板块逆市收涨。消息方面，统计局公布第三季度 GDP同比增速 6%，略低于预期 6.1%，

前三季度 GDP增速 6.2%；此外，1-9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 5.4%，预期 5.5%，前值 5.5%。

主要经济数据增速略低于预期，显示出当前国内经济仍较疲软，受此影响，金融权重板块

带头走弱，其余热点题材板块受此拖累，几乎全线熄火，仅部分逆周期防御性的养殖板块

逆市收涨。另外，中国科研团队解析非洲猪瘟病毒精细三维结构，为新型疫苗开发提供重

要线索，受此提振，猪瘟疫苗板块逆市上涨，天邦股份、中牧股份等个股有所表现。从申

万行业来看，仅农业板块收红，而电子、非银金融、有色、地产、计算机等板块领跌。 

后市展望： 

消息面上，统计局公布中国 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高于预期 4.9%；9 月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7.8%，符合预期；中国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维持同比增长

10.5%。但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5.4%及三季度 GDP增速 6%，均低于预期。整体来看，

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严峻，国内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

对市场构成压制。北向资金方面，北上资金净流出 12.45元，其中沪市净流出 14.91亿元，

深市净流入 2.46亿元。北向资金流入态势有所变化，对市场也带来压力。 

整体来看，周五市场高开低走，收中阴线，成交量有所放大。板块个股呈普跌态势，

仅养殖、生物疫苗板块收涨，电子、金融板块领跌。消息方面，统计局公布 9 月重要经济

数据，经济仍处于缓步回落态势，GDP和投资增速低于预期，考虑目前外部环境仍较为严峻，

后市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还需关注管理层逆周期调控政策推进。从技术面来看，大盘震

荡回调，走势有所趋弱，预计短线仍有震荡反复，等待大盘适度走稳。操作上建议关注金

融、基建、消费、TMT等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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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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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股份 

（002714） 

10 月 18日 

（87.30） 
87.30 73.4 

公司是集饲料加工、生猪育种、种猪扩繁、商品猪饲养、

屠宰加工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是我国

最大的自育自繁自养大规模一体化的生猪养殖企业之一，

也是我国最大的生猪育种企业之一。根据前三季度的生猪

销售量及销售均价，预计 2019年 1-3季度该上市公司将

实现净利润超过 10亿元。技术上有望企稳反弹。 

明泰铝业 

（601677） 

10 月 17日 

（11.46） 
11.17 10.9 缩量大幅下跌，三季度经济不及预期，拖累工业行业涨幅。 

奥飞数据 

（300738） 

10 月 16日 

（37.23） 
37.07 35 缩量震荡走弱，持股。 

电工合金 

（300697） 

10 月 15日 

（16.04） 
15.84 15 震荡小幅上涨，成交继续缩量，持股。 

千方科技 

（002373） 

10 月 14日 

（18.28） 
18.30 16.8 缩量小幅下跌，成十字星，持股。 

海螺水泥 

（600585） 

10 月 11日 

（43.26） 
42.34 41 走势连续趋弱，小幅下跌，谨慎持股。 

光环新网

（300383） 

10 月 10日 

（18.99） 
18.55 17.0 震荡下跌，走势较弱，持股。 

招商银行 

（600036） 

10 月 9日 

（35.18） 
36.18 33.8 小幅高开后，缩量下跌，走势较弱，择机兑现利润，剔除。 

中国平安 

（601318） 

10 月 8日 

（88.0） 
89.75 83.6 高开低走，走势较弱，谨慎持股。 

泸州老窖 

（000568） 

10 月 8日 

（88.25） 
84.50 83.8 全天低位弱势震荡，跟踪期已到，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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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可转债、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科创板股票、新三板股票、权证、退市整理期股票、港股通股票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在

所知情的范围内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不受本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证券发行人、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利益相关者的干涉和影响。本人保证与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无任何利害关

系，没有利用发布本报告为自身及其利益相关者谋取不当利益，或者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前泄露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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