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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习近平：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

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于近日发布。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 

 外汇局副局长：将鼓励境外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正推进区块链技术在跨境

贸易融资等应用场景。 

 证监会前主席肖钢：沪港通在金融开放中起了重要带头作用。 

 国资委近日发布《关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重组的通知》，两集团旗下多家上市公司就此进行了公告。 

 今年前三季度工业利润同比下降 2.1%，降幅呈现逐季收窄。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

制造业利润增长明显。 

【行业及公司要闻】 

 新三板全面深改方案出炉、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集成电路大基金二期成立、有望加大设备投资 

 我国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品牌中药受到关注 

 区块链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相关公司受关注 

 湖南启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相关公司受关注 

要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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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蓝科技（000711）区块链农业生产溯源系统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 

 东方电缆（603606）三季报净利润 3 亿元，同比增长 162%，主要因海缆产

品收入同比增加 44.86%，占总收入比重 39.51%，且本期附加值更高的超高

等级电压海缆产品占比提高。 

 浙商中拓（000906）拟购浙江海运集团 100%股权，标的资产主要从事国际

国内的大宗散货运输，最主要的货种为煤炭。公司股票将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开市起复牌。 

 美年健康（002044）阿里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英派斯（002899）拟 10.18 亿元投建青岛英派斯体育产业园项目。 

 德展健康（000813）拟 3 亿元增资北京东方略，布局肿瘤创新药领域。 

 千禾味业（603027）拟 5.7 亿元投建年产 36 万吨调味品生产线项目。 

 

    

 

【计算机】政治局集体学习，区块链迎来历史性机遇 

沈海兵团队  天风研究 

※ 行业观点及重点推荐 

【区块链发展迎来春天，三条线索挖掘投资机遇】 

10 月 2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

体学习。习总书记在学习中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

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认为这标志着区块链成为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技

术方向之一，将为行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我们认为，短期内产业应用角度或将获

得更多的关注度，但我们认为关注度稍低的基础技术和安全治理产业或将成为性

研报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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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比更高的投资方向。投资建议：产业应用角度，建议关注远光软件、易见股份、

恒生电子、南威软件等；技术基础研究角度，建议关注推荐中国长城等；安全与

治理方面，建议关注格尔软件等。 

※ 【安全可控区块链的基础，国产密码法发布】 

新华社消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26 日下午表决通过密码

法，将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密码法旨在规范密码应用和管理，促进密码

事业发展，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提升密码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是我国密码领域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密码本身就是区块链的底层技术。区块

链要安全可控，基础是密码国产化。政治局学习区块链技术的报道周五发出，周

末发密码法，是偶然也是必然。建议关注国产密码与区块链的协同发展。投资建

议：密码法正式落地，国密潮有望提前来临，建议关注启明星辰、数字认证、格

尔软件、卫士通等。 

※ 市场及板块走势回顾 

上周，计算机板块上涨1.43%，同期创业板指上涨1.62%，沪深300上涨0.71%，

板块跑输大盘。维持板块“强大于市”评级，建议关注区块链、信息安全等板块。

技术基础研究角度，我们重点推荐中国长城；产业应用角度，重点推荐恒生电子、

用友网络、远光软件等；安全与治理方面，重点推荐格尔软件、启明星辰等。密

码法正式落地，国密潮有望提前来临，建议关注启明星辰、数字认证、格尔软件、

卫士通等；自主可控与网络安全联动效应强，建议关注中孚信息、中国软件、中

科曙光、太极股份、中国长城等；云计算和工业互联网是贯穿转型期数字经济主

题板块，建议关注广联达、用友网络、石基信息、宝信软件、金蝶国际、东方国

信、汉得信息、赛意信息等；车联网领域，建议关注金溢科技、中科创达、易华

录、万集科技、千方科技、四维图新、德赛西威、数字认证等；其他还看好产业

互联网，建议关注恒华科技、上海钢联、捷顺科技、科大讯飞、恒生电子、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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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佳都科技、新大陆、苏州科达、华宇软件、新开普等。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不景气；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技术推广不及预期 

 

 

 

 上一交易日沪深市场分时走势图   

 

农林牧渔、食品饮料等板块强劲护盘 沪指探底半年线后反弹 

盘面特征： 

    周五，农林牧渔、食品饮料等消费板块强劲拉升护盘，使得沪指探底半年线

及60日线后震荡反弹，重新站上2950点半整数关口；创业板及科技题材股行情快

速回暖，盘面上海南省国资、猪产业等题材表现靓丽，创业板指震荡反弹，站上

5日线、10日线及截1650点半整数关口。截至收盘，沪指上涨14.01点或0.48%，

报2954.93点；深成指上涨104.68点或1.10%，报9660.44点。两市合计成交4058亿

元，上一交易日3603亿元，成交量能明显放大，主要还是因为沪指探底反弹，市

场情绪有所提升。另外，中小板指上涨1.46%，报6163.93点；创业板指上涨1.30%，

报1675.34点。 

行业板块绝大多数上涨，其中农林牧渔、食品饮料等消费类板块强劲拉升护

盘，取得显著效果。具体来看，农林牧渔、食品饮料、电子元器件、餐饮旅游、

大势研判 



投资晨报                                         2019年 10月 28日 

 

请务必参阅最后一页的法律申明    

公司地址：中国·南京市江东中路 389 号  邮编：210019   

公司总机：86-025-83367888    

公司网址：www.njzq.com.cn   

客服热线：95386 

6 

医药板块（按照中信证券研究所的标准划分）居于涨幅榜前列，而家电、银行、

非银行金融、电力及公用事业、建筑板块下跌或者涨幅相对较小。概念题材板块

也是绝大多数上涨，其中海南省国资、猪产业题材涨幅靠前。 

后市研判：  

周五，沪指探底半年线及 60日线后，小幅反弹，同时成交量能有所放大，

这一状况一方面表明，2900点附近，也是前期低点，是多方有意向坚守的点位，

反复确认后，更会增加这一整数关口附近的心理意义；另一方面，成交量能放大

幅度有限，后市或仍要面临进一步确认。 

就 3季度经济数据来看，较为明显的特征是，生产与需求双双回落，通缩压

力明显，仅基建与净出口好于 2 季度。前者受益财政托底，后者受内需回落影

响，顺差扩大。同时工业品价格回落明显，名义 GDP 短期触底。总之，“经济底”

以及前期连续出台的稳增长政策的效果还需要未来进一步验证，这可能是导致近

期市场调整以及阶段性底部不能有效确认的原因。 

短线沪指尽管探底回升，但上行空间还是较为有限，3000点整数关口仍将

构成较强压制；自 9月中旬调整以来，市场负面情绪对于科技题材股的影响更为

明显，科技题材相对弱势格局或仍将延续。投资者还是宜保持谨慎，在保持消费

核心底仓的同时，借回调机会逢低逐步布局消费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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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 4.28 益生股份 家电 -0.34 天际股份 

食品饮料 1.65 得利斯 银行 -0.26 浦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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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器件 1.64 汉威科技 非银行金融 -0.16 南华期货 

餐饮旅游 1.38 西藏旅游 
电力及公用

事业 
0.15 天翔环境 

医药 1.29 陇神戎发 建筑 0.24 普邦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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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58.06 
0.57 

纳斯达克 
8243.12 0.70 

标普 500 3022.55 0.41 

恒生指数 
26667.39 -0.49 

恒生国企指数 10466.30 -0.63 

商品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NYMEX 原油（美元/桶） 
56.63 0.71 

COMEX 黄金(美元/盎司) 1507.1 0.16 

LME3 月铜(美元/吨) 
5907.5 0.40 

LME3 月铝(美元/吨) 
1734.0 0.99 

LME3 月锌(美元/吨) 
2514.5 0.70 

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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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美元/人民币(询价) 7.0651 -0.05 

欧元/美元 1.10802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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