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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国务院：同意建立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财政部：前 9 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 21.7%。 

 商务部：中美磋商最终目标是停止贸易战、取消全部加征关税。 

 中国结算披露数据显示，9 月新增投资者 96.28 万，环比下降 2.4%，期末

投资者数 1.57 亿。 

 四部门：做好药品目录调整、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面等工作。 

 首届世界 5G 大会将于 11 月 20 日-23 日在京召开。 

 证监会发审委将于 18 日审核 11 家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预案，可转债正在

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重要选择。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证监会正在推动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出一揽子

高水平对外开放务实举措。 

【行业及公司要闻】 

 首个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设立、设备需求将提升 

 铜冶炼加工费上调、冶炼端盈利有望阶段性恢复 

 特斯拉上海工厂进展顺利、有望带动上游产业链 

 华为发布自动驾驶移动网络解决方案、相关公司受关注 

 首款折叠屏手机销售火爆超预期、产业链公司望受市场关注 

要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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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虹普（300384）子公司与华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旨在于化纤及原材

料行业内就打造从端、边到云的完整方案与生态，合作需求涉及 EI、IOT、

安全等解决方案进行合作，以共同推动化纤及原材料行业智能化业务发展。 

 深纺织 A（000045）拟挂牌转让好好物业公司及冠华公司股权。拟不低于

30663.74 万元转让冠华公司 50.16%股份，拟不低于 5834.27 万元公开挂牌

转让好好物业公司 50%股权。 

 韩建河山（603616）预中标 4.43 亿元项目，金额占 2018 年营收的 42%。 

 精工钢构（600496）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2.72 亿-3.45 亿元，同比增长

85%-135%。 

 国电南瑞（600406）拟 5.58 亿元合资设立功率半导体公司。 

 

    

 

【策略】2019 年三季报业绩前瞻:创业板盈利增速回升科

技股改善趋势明确 

中银国际证券研究  徐沛东 

创业板三季度累计和单季盈利增速均较半年报明显回升 

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披露率分别为 22.44%、46.86%、99.35%，预喜率分

别为 41.47%、49.55%和 56.58%。预报可比口径下，2019年前 3 季度创业板整体

累计盈利 803.4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 842.9 亿元下跌 4.4%，与半年报的-20.8%

相比明显回升，剔除温氏股份、乐视网、宁德时代、光线传媒、三聚环保和鸿利

智汇后，创业板整体利润增速 5.86%，较上半年的-0.79%亦有明显改善。单季度

看，可比口径下创业板整体盈利增速 30.4%，6 个季度以来首次转正；剔除后依

研报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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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 20.2%的增速，为 2018 年 2 季度以来新高。历史上创业板预报可比口径增

速与实际可比口径增速拟合度较高，预报盈利增速对实际增速均有较好的前瞻作

用,从预报角度看创业板三季报累计和单季净利润增速均将有较为明显的改善。 

龙头公司业绩继续改善尾部公司拖累减轻 

从创业板企业的增速区间分布来看，与 2季度相比高增长企业数量占比有所

抬升（增速在 50%-100%和 100%以上），并且大幅负增长企业的数量占比有所下降

（-50%增速以下），反映创业板内部盈利结构出现改善，大幅负增长企业对板块

的拖累作用减轻，但需要明确的是创业板负增长企业的数量占比较 2季度继续上

升，说明创业板的盈利改善依然是结构性的。 

分市值看，三季度末处于市值 90分位以上的公司盈利增速中位数继续改善，

这部分企业总市值都在 130 亿以上，基本囊括了各子行业的龙头公司；P70-P90

市值分位的企业盈利增速中位数有所放缓，P40-P70 市值分位（30-50 亿）之间

的企业业绩回升，P40以下企业业绩变化情况有所分化，这部分企业市值基本都

在 30 亿以下。与盈利结构上浮和龙头企业业绩造好相一致的是，创业板龙头公

司对板块盈利的拉动作用连续两个季度抬升。拉动作用排名前 20 的个股合计拉

动创业板盈利增速 20.01个百分点，上半年为 15.23%；拖累作用排名前 20的个

股（剔除乐视）合计拖累创业板增速 15.1 个百分点，较上半年的 20.95%相比明

显减轻。 

预计创业板盈利增速仍将继续抬升。整体来看，3季度创业板盈利结构有所

上浮，高增长企业数量占比增加，大幅低增长企业数量占比减少；此外，龙头企

业业绩增速继续向好，对板块的拉动作用增强，叠加去年同期的基数效应，共同

推动了创业板盈利增速的回暖。向后看，由于 2018Q4的基数效应较 Q3更甚，且

创业板商誉减值风险多在 2018年底释放，2019Q4业绩增速有望进一步回升。 

电子、通信和医药等科技股盈利改善持续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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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速中位数的角度看，创业板中盈利改善趋势最为确定的是电子和通信

（环比两个季度增速上涨）；子行业中消费电子、通信设备、化药、半导体和专

用设备盈利改善的持续性最好。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速度超预期，三季报业绩下行超预期。 

 

 

 

 上一交易日沪深市场分时走势图   

 

家电等地产相关板块疲软 沪指弱势盘整 

盘面特征： 

    周四，沪指全天走势波澜不惊，上有5日线的压制，下有20日线的支撑表现

得较为明显；创业板及科技题材股行情清淡，盘面上仅无人驾驶、人造肉等题材

勉强有所表现，创业板指也是在1650点上方反复震荡整固。截至收盘，沪指下跌

1.38点或0.05%，报2977.33点；深成指上涨3.33点或0.03%，报9645.39点。两市

合计成交3613亿元，上一交易日4235亿元，成交量能继续萎缩，随着沪指连续反

弹势头中止，市场情绪持续降温。另外，中小板指上涨0.58%，报6117.31点；创

业板指上涨0.11%，报1658.26点。 

大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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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板块涨少跌多，但涨跌幅都不大，其中家电等地产产业链相关板块走弱

还是给大盘带来一定的拖累。具体来看，传媒、电子元器件、轻工制造、食品饮

料、通信板块（按照中信证券研究所的标准划分）居于涨幅榜前列，而家电、国

防军工、房地产、煤炭、综合板块跌幅居前。概念题材板块也是多数下跌，其中

打板、青蒿素等题材跌幅靠前。 

后市研判：  

回顾本周以来走势，沪指走出了冲高回落，并连续调整，且筑底的过程。周

四，沪指跌势收敛，且成交量能进一步萎缩，短线初现见底迹象，但我们预计就

此确认调整已经结束还是为时过早。 

我们认为支撑上周下半段与本周一反弹的是 10月 10-11日举行的中美经贸

磋商取得了阶段性、实质性进展。但我们判断中美经贸进展主要还是事件性影响，

持续性可能较为缺乏。当前，我们进一步考虑三季报业绩验证对于行情的影响。

以业绩预报代表性比较强的创业板为例，剔除金融板块后，创业板 2019年 Q3整

体净利润同比下降 2%；如果剔除次新股，非次新股公司 2019年 Q3整体净利润

同比下降 4.1%。就业绩验证因素看，暂时还是不能为市场提供进一步反弹的动

力。 

沪指短线跌势明显收敛，我们判断尽管不能就此确认短线调整结束，但预计

即使再度调整，下行空间也比较有限，2950 点半整数关口应当会有支撑；自 9

月中旬调整以来，市场负面情绪对于科技题材股的冲击更为明显，科技题材相对

弱势格局短线或将延续。投资者还是宜保持谨慎，在保持消费核心底仓的同时，

借回调机会逐步适当布局消费电子、5G等行业景气度提升较为确定的方向。 

南京证券研究所 陆玉 

行业指数涨幅前五名  行业指数涨幅后五名  

行业 
涨跌幅 

(%) 
领涨股票 行业 

涨跌幅 

(%) 
领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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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 0.71 博瑞传播 家电 -0.80 顺纳股份 

电子元器件 0.47 华金资本 国防军工 -0.64 航天通信 

轻工制造 0.45 合兴包装 房地产 -0.57 粤泰股份 

食品饮料 0.38 金字火腿 煤炭 -0.56 山煤国际 

通信 0.36 华星创业 综合 -0.41 海联金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美国和香港股市  

重要海外指数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道琼斯指数 27025.88 
0.09 

纳斯达克 
8156.85 0.40 

标普 500 2997.95 0.28 

恒生指数 
26848.49 0.69 

恒生国企指数 10588.17 0.53 

商品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NYMEX 原油（美元/桶） 
54.14 1.29 

COMEX 黄金(美元/盎司) 1495.4 0.09 

LME3 月铜(美元/吨) 
5749.0 0.48 

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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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3 月铝(美元/吨) 
1728.5 0.06 

LME3 月锌(美元/吨) 
2434.0 0.68 

外汇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美元/人民币(询价) 7.0770 -0.22 

欧元/美元 1.11250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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