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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大势研判】 

大盘震荡上涨 

盘面研判： 

周四大盘延续反弹态势，成交额略微减小。早盘各指数小幅低开，随后在有色金属、

钢铁、建材及国防军工等板块带动下震荡冲高，随即快速回落，午盘在化工、医药生物及

交运等板块拉动下再度震荡回升，尾盘收涨。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 0.58%或 17.03点，

报收 2955.71 点；深成指上涨 0.37%或 34.29点，报收 9293.32 点；创业板指上涨 0.33%或

4.98 点，报收 1533.67 点。个股板块普涨，有色金属、钢铁、建材及国防军工等板块涨幅

靠前；通信、电子、计算机及传媒板块跌幅靠前。 

从市场环境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 4 月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升

10.7%。具体来看，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4.7%、12.3%，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 0.8%和 8.3%，新建及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均略有扩大；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1.3%，同比涨幅回落。环比方面，4 月 70 大中城市中有

67 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其中二线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扩大较明显。

今年以来，房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维持在 11%以上，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亦在回升，体

现出房地产行业景气度在持续回升，同时也带动对相关上游钢铁、水泥等建筑原材料的需

求，相关行业近期市场表现值得关注。其次，财政部部长刘昆强调，今年加力提效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加力”主要是加大减税降费和支出力度，着重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推

进更为明显的降费；“提效”主要是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重点支持三大攻

坚战、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农”工作。政府多次强调要坚定落实积极财政

政策，援救困难企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另外，习主席表示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要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态势，

找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加大对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培养。同时，科技部部长表示正在加紧

起草人工智能治理准则，并将于近期发布，相关行业值得市场关注。 

综合来看，周四大盘震荡上涨，成交量略微减少。个股板块张多跌少，稀土、有色金

属、钢铁、建材、西部水泥等概念板块涨幅靠前；通信、电子、计算机及传媒板块跌幅靠

前。市场环境来看，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景气度持续回升，虽然整体经济仍在筑底过程中，

但政府多次强调加力科技创新、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短期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中美贸易

摩擦对市场冲击正在趋弱，市场情绪在逐步修复中，预计近期大盘有望延续反弹态势。操

作上建议持股为主，轻仓者可以适度加仓，关注金融、地产、基建、消费等板块。 

趋势预测： 

预计短期大盘有望延续反弹态势。 

操作建议： 

操作上建议持股为主，轻仓者可以适度加仓，关注金融、地产、基建等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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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关注人工智能概念板块 

周四沪指上涨 0.58%，报收 2955.71 点。个股板块多数收红，有色金属、钢铁、建筑材

料涨幅较大，通信、电子、计算机涨幅较小。建议关注人工智能概念板块。 

从消息面看，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 16日在天津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向大会的

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国际知名企业家、业界领军人物和图灵奖获得者等各

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驱动下，人工智能呈

现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高度重视创新发展，把新一代人工

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努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国举办世界智能大会，为世界智能科技领域搭建一个交流合作、

共赢共享的平台。习近平表示，希望大家围绕“智能新时代：进展、策略和机遇”的主题，

深化交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综合来看，人工智能概念板块有望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市场需求的不断提升下，

有望持续发展。建议关注重点标的，如科大智能（300222）、科大讯飞（002230）、川大

智胜（00225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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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利地产 

（600048） 

5 月 16日 

（12.98） 
12.98 11.85 

公司 4月份实现签约面积，同比增长 21.26%；实现签约

金额，同比增长 15.27%。累计 1-4月实现签约面积同比

上升 18.93%；累计签约金额同比增长 23.19%。截止一

季末，公司账上预收账款为 2018年营收的 1.67倍，对

于今年业绩保障度高。 

浪潮信息 

（000977） 

5 月 15日 

（25.1） 
24.41 23.2 小幅下跌，持股。 

山东黄金 

（600547） 

5 月 14日 

（31.78） 
31.92 29 小幅上涨，持股。 

三花智控 

（002050） 

5 月 13日 

（10.9） 
11.38 9.8 小幅上涨，持股。 

中国平安

（601318） 

5 月 10日

（81.38） 
80.97 73.20 震荡上涨，持股。 

葛洲坝

（600068） 

5 月 9日

（6.28） 
6.39 5.80 小幅上涨，持股。 

中粮糖业

（600737） 

5 月 8日

（9.08） 
9.2 8.29 震荡收涨，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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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平高科

（000998） 

5 月 7日

（13.61） 
15.13 12.25 冲高回落，持股。 

平安银行

（000001） 

5 月 6日

（12.87） 
12.85 11.65 小幅收跌，持股 

大秦铁路 

（601006） 

4月 30 日 

（8.52） 
8.27 7.75 震荡上涨，持股。 

恒瑞医药 

（600276） 

4月 25日 

（63.90） 
64.28 59 小幅收跌，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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