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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数涨跌幅 

上证综合指数 2979.55 0.30

沪深300 4138.99 0.42

深证成份指数 11813.53 0.17

中小板指 7865.16 0.13

创业板指 2382.47 0.02  

 走势回顾：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0.30%报 2979.55 点；深证成指上涨 0.17%报

11813.53 点；创业板指上涨 0.02%报 2382.47 点。 

市场焦点： 

6 月 24 日，年内新发基金规模破万亿，权益类占七成。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6 月 22 日，今年已成立 637 只新基金，合计募集规模达 9918.5 亿元，

加上 23 日公告成立的多只新基金，今年新基金发行规模已突破 1 万亿元大

关。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基金发行破万亿背后最大的推动力是权益类基

金。数据显示，今年权益类基金发行达到 6886.62 亿元，占比近七成。（信

息来源：新华网） 

策略建议： 

➢ 三大股指上涨，板块轮动明显 

指数方面，今日两市温和上涨。板块方面，房地产、家用电器和电子

板块涨幅居前；国防军工和纺织服饰板块跌幅居前。截至收盘，两市成交

额为 7287 亿元，成交额较前日有所下降。沪股通流入 16.97 亿元，深股通

流入 1.58 亿元，北向资金合计流入 18.55 亿元。 

➢ 继续关注推荐概念和行业板块 

今日另一值得关注的焦点是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为贯彻落实《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2020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两批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35 亿元，用于补齐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信息来源：澎湃新闻） 

市场方面，今天两市北向资金继续净流入，预计短期震荡向上走势依

旧是市场主旋律。中期来看，在经济恢复和供需反弹的背景下，权益类基

金新发行规模环比自四月份开始连续加速回升，叠加近期 A 股成交量中枢

抬升，以及北向资金持续流入，未来或迎来持续性板块轮动行情，可对整

体 A 股市场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海南自贸区投资预算并没有超出市场预

期，不建议过分关注相关概念。此外，短期我们继续推荐关注人工智能概

念以及与之相关的 5G、自动驾驶、云计算等概念个股短期上涨机会。中长

期来看，继续把握经济复苏和宏观政策主线，关注可选消费类题材以及 5G、

数据中心、充电桩等科技类和新基建类概念。 

板块方面，截至今天收盘，本周推荐板块涨势较好，电子板块上涨了

3.15%，计算机板块上涨了 3%，医药 ETF 上涨了 2.57%，网络游戏指数本

周上涨了 5.04%，该指数自本月 15 日开始推荐已累计上涨 9.34%。以上板

行业指数涨跌幅 

房地产 3881.92 1.65

家用电器 7677.59 1.22

电子 4247.78 0.99

银行 3300.63 0.92

电气设备 5099.82 0.85

公用事业 1871.24 0.42

建筑材料 6783.08 0.42

非银金融 1904.18 0.24

休闲服务 7215.37 0.23

计算机 5593.62 0.21

机械设备 1217.47 0.08

轻工制造 2279.41 0.06

化工 2767.40 0.01

汽车 3932.95 -0.08

交通运输 2146.23 -0.20

食品饮料 18911.92 -0.28

采掘 2060.86 -0.32

通信 2451.54 -0.33

有色金属 2916.01 -0.33

综合 2226.94 -0.43

农林牧渔 3742.85 -0.45

建筑装饰 1934.67 -0.50

传媒 789.51 -0.50

商业贸易 3698.04 -0.57

钢铁 1949.48 -0.70

医药生物 10935.35 -0.84

国防军工 1174.59 -0.96

纺织服装 1805.20 -1.12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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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推荐逻辑不变，短期内可继续关注。此外，顺周期可选消费类板块大概

率调整到位，下周可适当关注汽车、家电等板块短期机会。另外，延续上

周观点，中期依然可以重点关注网络游戏相关概念板块龙头个股。最后，

此次疫情反复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政府和民众保持长期医疗卫生防护意识，

叠加前文提到的相关利好，我们延续之前的观点，中期可继续关注医药生

物板块。 

 

 

风险提示：行业发展或政策支持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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