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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会纪要 

 

国内市场 

 

股指探底小幅回升   成交量能明显萎缩 

 

 

周三沪市两市宽幅震荡探底小幅回升，前市两市股指双双低开顺势杀跌后在创出近

期新低后，多方借助权重板块带领股指强势反弹回升，午后多空一度陷入僵持临近尾盘

股指进一步出现回升。从盘面上看，物流、银行和地产板块表现活跃涨幅居前；数字货

币、白酒、机场航运等板块出现调整，个股涨跌互现。最终沪深两市收盘均出现微涨，

全天两市成交量 3700 多亿基本持平，市场交投依然谨慎。 

 

 

综合分析，欧美贸易战一触即发引发欧美股股指跌宕起伏，A 股维持自身节奏延续

节前走势呈现震荡整理格局，前期热点明显退潮股指盘中一度创下新低，所幸多方借助

权重拉抬使股指探底回升，但成交量处于较低水平多空双方表现均趋于谨慎。本周中美

将进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但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将 8 家中国企业列入美国贸

易管制黑名单禁止与美国企业合作，又给中贸贸易谈判蒙上不和谐阴影，作为回应中国

也将于近期推出不可靠名单，考虑到中美贸易战的持久性和不确定性等因素，投资者的

整体预期不宜过高；全球面临经济减速蔓延风险，多国实施降息释放流动性，投资者风

险偏好略有回升，但鉴于短期美中贸易达成全面协议的概率较低，欧美贸易摩擦升级，

海湾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英国退欧期限临近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全球市场的

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国家高层定调金融业改革方向提升了资本市场战略定位，IPO 常

态化发行而产业资本则不断减持加速离场，管理层期望通过政策吸引海内外资金投资以

平衡未来资本市场的供需矛盾，最终成效仍有待观察。从技术面分析，8 月份市场借助

科创板上市逐步探底回升，股指呈现出逐级震荡盘升走势，市场做多信心有所增强；但

自 9 月中旬市场量能释放过于集中出现了冲高受阻震荡回落的走势，股指出现持续震荡

调整并延续至今。目前股指已经跌破短期均线和多空分界岭，市场中期趋势有所转弱，

而成交量出现明显萎缩表明市场整体参与度不强，预期短期指数仍将围绕多空分界岭宽

幅震荡，把握节奏严格控仓精选个股操作策略。 

 

 

 

行业动态与点评 

【全国首个“刷车支付”实现 ETC行业增速有望持续】 

来源：证券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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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e公司讯，全国首个“刷车支付”来了。目前，“刷车支付”已在山东济南的高速全

路段和部分指定加油站、停车场使用，未来将进一步在山东全省推广。随着“刷车支付”

等ECT应用场景的丰富，ETC行业有望持续飞速增长，据测算，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

汽车ETC安装率将达80%以上。届时，全国ETC累计发行量将达到1.9亿张。相关公司

包括恒宝股份、航天信息、万集科技等。 

 

【钨价继续上涨 产业链公司业绩向好】 

来源：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e公司讯，节后钨价继续上涨，10月9日，白钨精矿报价9.2万元/吨，上涨3.37%；

黑钨精矿报价9.3万元/吨，上涨3.33%，较上个月涨幅均超过了25%。业内表示，钨行

业联合减产、泛亚库存拍卖结束及下游需求转暖是这轮上涨的主要原因。整个产业链一

直低库存，基本处于降无可降的地步。目前虽价格节节攀升但实际成交并未有大量跟进，

企业无法补库，预计后市钨价仍继续上涨。相关公司有翔鹭钨业、章源钨业、厦门钨业。 

 

【锂电池领域获2019诺贝尔化学奖 行业公司望受关注】 

来源：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 e 公司讯，当地时间 10 月 9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 2019 年诺贝尔化

学奖授予约翰·B·古迪纳夫、M·斯坦利·威廷汉、吉野彰，以表彰他们在锂离子电池领域

的贡献。我国锂离子电池市场整体趋势向好，机构预计，到 2020 年，中国锂离子电池

市场产量将达 205.33 GWh。未来动力电池是锂离子电池领域增长最大的引擎。本次锂

电池获得诺奖认可，相关领域公司望受市场关注。可关注天齐锂业、当升科技、国轩高

科等公司。 

 

 

 

 宏观经济 

（1）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一是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二是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三

是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

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 

 

（2）发改委等 6 部门发布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提出通过 5 年左右的努力，

试点布局建设 50 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打造形成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

行业，在全国建设培育 1 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 

 

（3）天津自贸区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印发：率先推进飞机、船舶、汽车等先进制造业对

外开放，积极推进大健康产业创新发展；允许设立外商独资或合资银行、证券、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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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金融机构，开业时一并申请人民币业务；支持在自贸区设立医疗药品交易市场，开

展金融监管沙盒（sandbox）模式试点，探索合格境内个人境外投资（QDII2）试点。 

 

（4）据上证报，河北雄安新区、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

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深圳市被确定为第

一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5）中证报头版：数据亮点频现，经济回暖可期。9 月宏观经济数据将于近日公布。

结合高频数据及近期政策举措分析，9 月生产、消费有望回暖，对整个三季度经济增

长形成支撑。综合来看，尽管 9 月经济数据有不少亮点，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宏观

调控仍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国际市场 

（1）美联储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多数决策者在 9 月会议上支持降息的必要性，但对

未来货币政策路径的看法仍存在严重分歧。会议记录还显示，决策者认同，在短期货

币市场出现动荡之后，联储很快需要讨论是否要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美联储的一些

决策者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认为市场对美联储降息幅度的预期超出了央行的计划。 

 

（2）纽约联储将 10 月 10 日 14 天期回购操作规模定在 450 亿美元，隔夜操作规模为

750 亿美元。 

 

（3）IMF新总裁上任后首次公开演讲：到2020年全球经济或将因贸易争端损失约 7000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 的 0.8%左右；IMF 下周将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将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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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股指和大宗商品 

2019-10-9 

代码 名称 前收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DJI.GI 道琼斯工业指数 26164.04 26346.01  0.70 

SPX.GI 标普 500 2893.06 2919.4  0.91 

IXIC.GI 纳斯达克指数 7823.78 7903.74  1.02 

CL.NYM NYMEX 原油 52.57 52.65  0.04 

GC.CMX COMEX 黄金 1510.9 1510.8 -0.01 

CA.LME LME铜 5683.5 5688  0.22 

S.CBT CBOT 大豆 919.25 922.25  0.19 

资料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2019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四 

 

第 5 页 共 6 页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重要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

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

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

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我公司和研究员无关。我公司

及研究员与所评价或推荐的证券不存在利害关系。 我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

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

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

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爱建证券研究所，且

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表二： 

 EPS PE     

股票名称 公司代码 发行价格 14A 15E 16E 14A 15E 16E 

康斯特 300445 18.12 1.14 1.32 1.48 15.89 13.73 12.24 

投资要点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数字压力检测、温度校准仪器仪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

技术企业。目前公司国内数字压力检测、温度校准行业的领先企业之一。在国内的市

场占有率达到15%左右。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未来公司的销售业绩有进一步上升

的空间。 

 

  

 EPS PE     

股票名称 公司代码 

 

发行价格 

 

 

14A 15E 16E 14A 15E 16E 

曲美股份 603818 8.98 0.42 0.48 0.55 21.38 18.71 16.33 

投资要点 

公司主要产品为木质家具（包括实木类家具、人造板类家具和综合类家具，涵盖了

客厅、书房、卧室以及餐厅等家居生活所使用的主要家具类型），在产品设计、产品

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居于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的家具企业。公司定位为中高端家具

产品，“曲美”家具品牌在消费者中形成了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行业内拥有较高的

品牌影响力，秉承“融合全球时尚设计，打造轻松自然空间”的家具设计理念，致力于为

客户提供“时尚、经典、原创”的家具产品，为终端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家居整

体解决方案 

广生堂 300436 21.47 1.12 1.46 1.90 19.17      14.71      11.30 

投资要点 

广生堂是主业为核苷类抗乙肝病毒药物，阿甘定（阿德福韦酯）、贺甘定（拉米夫

定）和恩甘定（恩替卡韦）是公司的三大主要药品，也是国内唯一一个拥有者三大乙

肝抗病毒一线用药的厂家。公司12-14年营业收入为1.26亿、1.78亿和2.54亿，复合增

长率42.23%；12-14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0.43亿、0.57亿和0.84亿，复合增长率

达到39.32%，收入和利润增速远远高于行业增速。 

老百姓 
603883   16.41    0.76      0.95     1.16     21.59      17.27       

14.15           

投资要点 

公司主要从事产业链终端的药品零售服务，截至2014 年9 月底，公司门店总数为

963 家，在湖南、陕西、浙江、广西、天津、湖北和安徽7 个省级市场占据市场领先

地位。公司计划未来三到五年积极扩张，巩固市场领先地位。2014 年公司营业总收

入37.66 亿元、归母净利润1.87 亿元，近三年收入、净利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5.31%、

23.54%，增长稳定 

派思股份 603318 6.52  0.30     0.37      0.45     21.73      17.62      14.49 

投资要点 

公司主营业务是从事燃气输配和燃气应用领域相关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

主要是为天然气输配提供压力调节系统和天然气发电提供预处理系统。公司产品包括

燃气输配系统、燃气应用系统和备品备件三大类。自设立以来，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

产品未发生变化。 

资料来源：爱建证券研发总部 
 
 

 

 

 

 

 

 

 

 

 

 

 

 

 

 

 

 

 

 

 

 

资 料 来

  

 EPS PE     

股票名称 公司代码 

 

发行价格 

 

 

14A 15E 16E 

 

14A 15E 16E 

康斯特 300445 18.12 1.14 1.32 1.48 15.89 13.73 12.24 

投资要点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数字压力检测、温度校准仪器仪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

技术企业。目前公司国内数字压力检测、温度校准行业的领先企业之一。在国内的市

场占有率达到15%左右。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未来公司的销售业绩有进一步上升

的空间。 

资料来源：爱建证券研发总部 
 
 

源：爱建证券研发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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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600号32楼（陆家嘴商务广场） 

电话：021-32229888  邮编：200122 

网站：www.ajz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