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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会纪要 

 

国内市场 

 

短期情绪提升  不宜过于乐观 
 

 

 上周市场震荡攀升，各指数都表现较好，无明显差异。市场日均成交金额4039.98

亿元，有所放大，但是较9月前期明显减少。参与者情绪指数有所回升。整体来看，在

经过长假前期稳健资金回避短期不确定性，市场有所回落，市场风险提前得以释放。虽

然长假期间外围市场波动对国内市场也为产生大的影响，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果加大了市

场的乐观预期，市场表现较好，但市场交易仍显谨慎，短期市场仍会反复，市场震荡格

局未改。 

 

 市场指数整体变化有限，未出现系统性的机会，市场维持着结构性机会轮动的特

征。从个股涨幅来看，强势个股没有明显板块特征，而风险类的个股和前期表现较好个

股位于跌幅前列。从概念指数看，畜牧业相关概念和西部建设相关概念表现较为突出。

表现较弱的是TMT类和周期类相关概念指数。从行业看，农林牧渔和建筑建材以及房地

产等等行业表现较好，而休闲服务、国防军工和电子等则表现较弱。市场震荡格局中，

资金的流动形成了板块的轮动。市场体现出的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机会。但是这些机会

中又体现出了科技成长、消费和金融为主的特征。从长期这些板块看具有战略配置的意

义，而短期需从市场角度观察，是否有过度表现，无论是买入和卖出都有指导意义，从

而在波动中提升收益率，毕竟指数性的机会有限。 

 

 整体来看，节前的风险释放有利于目前的市场环境，同时中美贸易取得实质性进

展有利于风险偏好的提升，市场短期预计活跃度仍有一定提升。不过我们认为中美贸易

争端的解决仍需要较长时间解决，未来仍存反复，因此短期也不宜过于乐观。因此市场

震荡格局短期内仍难以打破，市场仍是区间震荡的交易性机会。长期我们依然是战略配

置优质公司，以科技成长、金融和消费为主。短期的投资机会可关注受益中美贸易以及

深化改革等相关主题。策略上依然是主题性的机会为主，但也需注意短期波动，节奏依

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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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与点评 

【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将提速 专项招标已开启】 

来源：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e公司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12日

在京召开，公司董事长寇伟表示，今年是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的开局之年，现在距离年

底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公司上下必须以更大的力度、更大的决心，确保完成全年建

设目标。从节奏上看，2019年是启动元年，试点项目会陆续建设，以实现带头示范作用；

2021年将初步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实现涉电业务线上率70%。相关公司包括：国电南

瑞、岷江水电等。 

 

【5G自动微公交亮相 将在乌镇试行推广】 

来源：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e公司讯，5G自动微公交将于10月20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当

天全球首发。这是中国首款在城市开放道路混杂交通下，通过测试的5G自动微公交量

产车。未来，5G自动微公交将在乌镇试行推广，最终实现乌镇110平方公里的智能网联

交通系统覆盖。随着技术合作深化和应用场景扩大，全球汽车产业加速拥抱自动驾驶。

可关注苏奥传感、博信股份等。 

 

【ETC设备龙头业绩超预期 相关公司受关注】 

来源：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 e 公司讯，10 月 13 日，ETC 设备行业龙头金溢科技发布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预计第三季度净利润 3.04 亿-3.62 亿元，同比预增 215-256 倍。业内表示，政策推动

ETC 行业蓬勃发展，ETC 设备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状态，机构纷纷多次上调了相关公司

业绩预期。此前机构预期金溢科技全年利润约 5 亿元。不过，从金溢科技单季度业绩 3

亿-3.6 亿元来看，全年业绩大概率要超出了机构最乐观的预期。相关公司包括：华铭智

能、博通集成等。 

 

 

 

 宏观经济 

（1）人民日报就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再发重磅文章称，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选

择，中美双方理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不断增进两国和

世界人民福祉。 

 

（2）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结束。双方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指导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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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讨论。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

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

讨论了后续磋商安排，同意共同朝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 

 

（3）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不仅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还具有

一定的领先性，观察当前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的趋势，有助于预判未来两至三个季度名

义 GDP 增速情况；社会融资规模及分项对宏观调控政策也具有一定指示作用，有助

于判断宏观经济周期及宏观调控政策的拐点。 

 

（4）山东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山东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全省重点

水利工程初步匡算总投资 1323.38 亿元，其中 2020 年实施工程项目总投资 583.25 亿

元，并在主汛期前修复完成 946 处水毁工程。 

 

（5）经参头版：将制造业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数字经济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驱动力，以及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制造业深度

融合，将成为未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 

 

 

 

 国际市场 

（1）鉴于韩国因日本加强半导体材料对韩出口管制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了诉

讼，日韩两国 10 月 11 日在瑞士西部日内瓦的 WTO 总部举行了双边磋商。但磋商未能

谈妥，双方同意再次举行磋商。下次磋商日程未定。 

 

（2）美联储宣布再次延长回购计划，同时自 10 月起以每月 600 亿美元的速度扩张资

产负债表，双管齐下向金融市场投放货币，试图让刚刚经历 9 月“钱荒”和处于多重

不确定性压力下的美国金融市场获得充足资金和信心。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可美联储

的最新举措。 

 

（3）日本经济产业省：伴随消费税增税导入的无现金结算积分返点中，开始 1 周内平

均每天结算金额约 202 亿日元，返点金额约 8.2 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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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股指和大宗商品 

2019-10-11 

代码 名称 前收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DJI.GI 道琼斯工业指数 26496.67 26816.59  1.21 

SPX.GI 标普 500 2938.13 2970.27  1.09 

IXIC.GI 纳斯达克指数 7950.78 8057.04  1.34 

CL.NYM NYMEX 原油 53.86 54.89  2.67 

GC.CMX COMEX 黄金 1498.7 1493.5 -0.49 

CA.LME LME铜 5780.5 5803  0.38 

S.CBT CBOT 大豆 922.5 934.25  1.16 

资料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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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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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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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