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会纪要（2019/10/28）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1 of 7 

 

[Table_MainInfo] 

渤海证券研究所晨会 

 宏观及策略分析 

重要会议即将召开，市场情绪或受提振——A 股周策略观点（联系人：宋亦

威、严佩佩） 

 行业专题评述 

工信部：将进一步对外资开放汽车等领域——新能源汽车行业周报——看好

（联系人：郑连声 陈兰芳） 

 行业热点及事件点评 

区块链行业将迎发展春天，政策背景及意义解读——计算机行业事件点评—

—看好（联系人：王洪磊、张源） 

 金融工程研究 

50ETF 窄幅震荡，隐含波动率持续回落——期权周报（联系人：祝涛）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晨

会

纪

要 

[Table_Contactor] 证券分析师 

齐艳莉 

 

 

022-28451625 

 SACNO: S1150519040001 

qiyl@bhzq.com 
 



                                    晨会纪要（2019/10/28）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2 of 7 

 
  

[Table_MorningSection] 
宏观及策略分析 

重要会议即将召开，市场情绪或受提振——A 股周策略观点（联系人：宋亦威、严佩佩） 

上周市场各大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上证综指上涨 0.57%，沪深 300 上涨 0.71%，中小板和创业板

涨幅更大，分别上涨了 1.97%和 1.62%。成交方面明显缩量，两市全周成交 1.86 万亿元，较前一交易周减少

3332 亿元。行业方面，申万 28 个行业涨多跌少，其中农林牧渔表现最为亮眼，涨幅达 10.25%，电子、银

行、房地产等行业也有所上涨，涨幅超过 1.5%；而休闲服务、医药生物、交通运输等行业跌幅居前。 

数据方面，27 日统计局发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9 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 5.3%，降幅较 8 月扩大

3.3 个百分点，主要受 PPI 降幅扩大、销售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前三季度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增速下降 2.1%，

降幅呈逐季收窄态势。其中，受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制造业投资增速放缓影响，1-9 月制造业利润同比降

3.9%。行业方面，利润同比增加行业有所增多。展望未来，从当前生产较为疲弱以及 PPI 仍有下行空间来看，

未来工业企业利润仍将受制于量价两端的下行而难现实质性改善。 

政策方面，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一方面证监会召开社保基金和部分保险机构负责人座谈会，指出下

一步将推动提升中长期资金入市比例，此举有助于优化 A 股投资者结构，完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证监

会启动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结合近期创业板注册制渐行渐近，资本市场存量改革正徐徐拉开帷幕，有望改

善投资者的整体预期。此外，中美经贸谈判方面，目前双方已同意妥善解决各自核心关切，确认部分文本的

技术性磋商基本完成，外部风险正逐步缓释下，投资者风险偏好将获一定程度提振。 

策略方面，上周市场横盘整理，多空持续博弈下，市场在等待方向选择的过程。本周即将召开十九届四中全

会，或将成为短期内影响市场走向的重要因素，根据 2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内容，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推

进将成为此次四中全会的重点。选题上，相比于以往的四中全会更注重法制建设，此次选题可涵盖范围更广，

包括经济建设、甚至资本市场建设的内容或涉及其中，此也将对资本市场的整体预期产生进一步影响。配置

方面，本周进入到三季报发布的最后阶段，短期仍需业绩层面的防雷。题材方面，习主席近期表示将区块链

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未来将加速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预计 A 股相关题材个

股将迎来短期炒作过程，资金特性在这一阶段将更为主导。而中期来看，5G 之后科技板块缺乏进一步的市

场热点，区块链政策的到来或将成为科技板块整体预期抬升的又一关键，建议投资者持续关注其发展。 

风险提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本市场改革不及预期。 

 

行业专题评述 

工信部：将进一步对外资开放汽车等领域——新能源汽车行业周报——看好（联系人：郑连声 

陈兰芳） 

1、上周行情 

上周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上涨 1.05%，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上涨 0.28%，跑输大盘 0.77 个百分点。其中，乘

用车子行业下跌 0.80%；商用车子行业上涨 0.29%；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1.10%；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

涨 0.26%。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易见股份、*ST 安凯、天汽模、钧达股份、奥特佳；跌幅居前的有科博达、中原内

配、蓝黛传动、威帝股份、得润电子。 

2、行业新闻 

1）工信部：将进一步对外资开放汽车等领域；2）交通运输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目标已提前实现；3）

银保监会：经销商不得经营贷款担保业务；4）北京超 44 万人申请新能源指标，新申请者或将再等 9 年；5）

《天津市氢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 

3、公司新闻 

1）宁德时代：前三季度净利润 34.64 亿元，同比增长 45.65%；2）长城汽车第三季度净利润大增 507%，前

三季度营收超 600 亿元；3）拓普集团前三季度净利润降 45.33%至 3.37 亿元；4）玲珑轮胎前三季度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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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37.38%，第三季度净利润创历史新高；5）宁波华翔第三季度净利润 2.53 亿元，同比增长 22.67%。 

4、本周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工信部表示将进一步对外资开放汽车等领域、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整个汽车行业而言，竞争将愈加充

分，新能源汽车行业也不例外。我们坚持认为，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在走向“消费分级”，在国内外车企加大

投资布局以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下，依靠双积分政策与新能源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

将逐步提升，未来销量增速预计将有所改善；对于燃料电池汽车，各地方政府正陆续研究制定发布产业发展

方案，同时企业对产业链的布局也加大，燃料电池汽车发展将不断向好。我们认为，持续提质降本仍然是新

能源汽车产业改善供给、激发终端需求的关键，行业将持续分化，建议关注具备技术储备和客户渠道优势的

优质龙头企业，推荐比亚迪（002594）、宇通客车（600066）、宁德时代（300750，电新组覆盖）、先导智能

（300450）。 

智能汽车方面，政府加速推进自动驾驶发展，在政策的保驾护航下，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成熟，未来智能

网联汽车量产和商业化应用可期；同时车企、信息通信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不断加大对自动驾驶的研发投入，

随着 5G 研发应用进程加快，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将提速，未来汽车电子与 ADAS 装配率有望快速上升，

我们坚定看好汽车电子、ADAS 领域的投资机会，建议关注拓普集团（601689）、星宇股份（601799）、德赛

西威（002920）、保隆科技（603197）、均胜电子（600699）。 

5、风险提示 

政策波动风险；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低于预期；智能驾驶产品推广低于预期。 

 

行业热点及事件点评 

区块链行业将迎发展春天，政策背景及意义解读——计算机行业事件点评——看好（联系人：

王洪磊、张源） 

事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24 日下午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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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区块链

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

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点评： 

我们认为，以下四点要素推动了区块链产业进入国家高层视野：（1）Libra 的推出加速了全球数字货币竞争

的进程。当前全球仍有 20 亿成年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而 Libra 的愿景是打造一种安全、创新的全球货币，

方便人们在全球范围内转账、收款和付款。目前，我国正在倡导“一带一路”战略，而“一带一路”沿线的

很多国家金融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对其进行金融基础设施支持和输出迫在眉睫。在外部竞争和金融输出需求

的双重驱动之下，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也呼之欲出，而其底层技术正是区块链技术。（2）区块链是一个全新

的技术领域，是全球科技竞争的一个要塞，而我国在区块链领域积累了较多的专利，极有可能在该领域中引

领全球，建立国际标准。（3）5G 即将落地，万物互联的时代即将到来，数据量将出现井喷，如何对数据进

行确权、隐私保护、合法交易已成为焦点，区块链技术可以为其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4）区块链技术作为

一项底层技术，应用非常广泛，将引领互联网走向可信互联网、价值互联网。我国已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取得

了卓越的成绩，对区块链技术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学习有助于我国在互联网的下半场继续赋能各行各业，取

得更大的成就。 

 

在本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有如下亮点： 

（1）首次提出区块链技术已经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

域；（2）强调要强化基础研究，让我国在区块链这个新兴领域走在理论最前沿，占据创新制高点；（3）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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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打通创新链、应用链、价值链；（4）加快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5）“区块链+”的重点发展方向：为实体经济的贷款赋能；助力打造高效、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着重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公共事务领域，具体包括了民生领域和智慧城市领域，旨在提供更加智能、便捷、优质

的公共服务；（6）要促进信息、资金、人才、征信等方面更大规模的互联互通，保证生产要素的有序高效流

动；（7）建立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多种形式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 

 

我们认为，本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的集体学习足以体现国家高层对区块链技术

的高度重视。我们预计接下来产业界会围绕该技术进行重点布局，尤其要是形成 ABCD（AI、Blockchain、

Cloud、Data）技术合力，实现多维度信息的可信、高效流动以及价值的自由流动，全面赋能各行各业。股

票池推荐恒生电子（600570）、华宇软件（300271）、四方精创（300468）、浙大网新（600797）、远光软件（002063）。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技术发展不及预期。 

 

金融工程研究 

50ETF 窄幅震荡，隐含波动率持续回落——期权周报（联系人：祝涛） 

1、期权标的证券市场表现 

10 月 21 日至 25 日，50ETF 呈窄幅震荡走势，期间涨跌幅为 0。商品期货和 ETF 方面，豆粕和沪铜指数涨

幅较高，玉米指数跌幅较深。 

波动率方面，50ETF 波动幅度有一定下降，仍处于一年内的较低水平；商品期货和 ETF 中，豆粕指数波动

率明显提升，其余标的均变化不大。 

2、场内期权市场表现及投资者情绪分析 

上周 50ETF 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同样出现回落，其中认购期权加权平均值为 11.9%，较前周减少 1.2 个百分点，

认沽期权加权平均值为 14.0%，较前周减少 3.4 个百分点。成交量方面，由于 10 月合约到期，期权成交活

跃度有所下降，上周日均成交 254.8 万张，较前周减少 18.5%。 

期权投资者情绪方面，认购-认沽隐含波动率差值上周小幅提升，总体较前周增加 2.2 个百分点，现处于历

史中等水平，目前所有期限合约均是认沽期权隐含波动率较高；隐含实际波动率差值上周先降后升，总体微

降 0.1 个百分点，投资者对后市不确定性的担忧情绪变化不大；认沽-认购成交比上周稍有提升，现处在历

史中等水平，持仓比则是明显走高，现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上周期权投资者情绪指数均值为 0，投资者情绪

仍较中性。 

商品期权方面，上周成交活跃度提升幅度较高的是白糖期权，成交量涨幅为 61.8%；持仓量提升幅度较高的

是橡胶期权，涨幅为 9.5%。 

综合成交和持仓信息来看，投资者对豆粕、沪铜、玉米和棉花期货后市走势态度较为乐观，对白糖和橡胶期

货后市走势态度较为中性。 

3、场外期权市场成交及业务开展情况 

截止到2019年10月20日，通过中证报价系统累计交易的场外衍生品共计9888笔，累计初始名义本金1339.94

亿元，其中场外期权累计成交 7736 笔，累计初始名义本金 1026.62 亿元，较前周增加 1.75 亿元，增幅继续

提升。权益类场外衍生品交易活跃度最高，累计初始名义本金 1150.48 亿元，占比 85.86%，黄金场外衍生品

累计初始名义本金 78.40 亿元，占比 5.85%。 

4、风险提示：突发事件造成市场剧烈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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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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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

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

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

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或财务顾问服务。我公司

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表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的版权归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获

得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渤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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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金融行业研究 

张继袖 

+86 22 2845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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