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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股市  涨跌幅（%） 

指数 收盘 前日 一周 

上证指数 2954.93 0.48 0.57 

深证成指 9660.44 1.10 1.33 

沪深 300 3896.79 0.67 0.71 

上证 180 8534.87 0.41 0.17 

中小板指 6163.93 1.46 1.97 

创业板指 1675.34 1.30 1.62 

上证国债 175.90 0.15 0.18 

上证基金 6228.84 0.38 0.27 

 

国际市场  涨跌幅（%） 

指数 收盘 前日 一周 

道琼斯 26958.06 0.57 0.70 

纳斯达克 8243.12 0.70 1.90 

标普 500 3022.55 0.41 1.22 

日经 225 22799.81 0.22 1.37 

香港恒生指数 26667.39 -0.49 -0.20 

伦敦富时 100 7324.47 -0.05 2.43 

巴黎 CAC40 5722.15 0.67 1.52 

法兰克福 DAX 12894.51 0.48 2.07 

 

涨跌幅前五板块 涨跌幅（%） 

板块 前日 一周 

申万农林牧渔 4.13 10.27 

CSSW 电子 1.91 3.51 

申万食品饮料 1.71 -0.65 

申万电子 1.68 3.20 

申万休闲服务 1.33 -2.41 

申万家用电器 -0.38 0.63 

申万非银金融 -0.27 -0.69 

申万银行 -0.23 1.71 

申万公用事业 0.19 0.17 

申万建筑装饰 0.23 0.15 

 

 政治局举行集体学习 强调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

发展 

 “南北船”联合重组获批 央企专业化重组推进 

 C919 客机第 105 架机首飞 成功交付两年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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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周五沪深股指小幅低开，随后震荡下探，沪指下探至 2920

点。临近午盘，股指开始发力拉升，股指成功翻红。午后股指窄

幅震荡并于尾盘再次拉升扩大涨幅。在猪肉股强势表现支撑下，

农林牧渔板块全天领涨，白酒股和科技股也展开反弹。最终，上

证指数收涨 0.48%，深证成指收涨 1.10%，两市共成交 4058 亿元，

较前几个交易日明显放量。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入 15.37 亿元，本

月累积净流入超 160 亿元。 

2，上周末 A 股市场迎来密集利好，首先，上周六中央政治局就区

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消息发布，明

确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同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密码法，将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这两条消息表明，区块链技术经过多年发展和在数字货币

领域的实践应用，技术已逐步发展成熟，且国家对区块链技术应

用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也已做好准备，区块链技术大规模商业

推广在即。新产业风口出现将直接刺激 A 股相关板块，并带动科

技股整体走强。此外，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

公司已注册成立，投资规模达 2000 亿元，也将对科技股形成促进。

同时，上周五晚，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应约与美国贸易

代表、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通话，确认部分文本的技术性磋商基

本完成，中美贸易局势趋向缓和得到确认，市场风险情绪也将复

苏。在密集利好作用下，A 股将重回震荡上行轨道。 

3，板块方面，随着保险资金和外资入市比例提升，估值安全边际

和股息率高的银行股将得到提振，券商股也将有所表现。同时，

本轮猪肉涨价周期仍未结束，以猪肉股为代表的农林牧渔板块也

有望继续强势。另外，政治局集体学习区块链技术发展，区块链

技术商业应用有望进入全面推广期，区块链技术相关的科技股将

受到提振，并带动通信、电子、计算机等科技股板块展开反弹。 

晨会纪要 2019-10-28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期限 Shibor（%） 涨跌幅（BP） 

O/N 2.5060 6.00 

1W 2.6690 0.80 

2W 2.8510 -4.40 

1M 2.7740 0.50 

3M 2.8310 0.70 

6M 2.8730 0.80 

9M 2.9720 0.70 

1Y 3.0630 0.20 

 

股指期货持仓单前 20 持仓量 增减量 

持买单量 47906 2431 

持卖单量 48593 1980 

净空单 687 -451 

 

期货品种 2019/10/28 涨跌幅（%） 

LME 铜 6742.00 0.33 

LME 铝 1974.00 0.41 

LME 锌 2281.00 1.15 

NYMEX 原油期货 56.23 0.46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0/11 10/14 10/17 10/20 10/23 

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财经信息 

政治局举行集体学习 强调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10 月 25 日，据新华社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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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领导人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

易等多个领域。目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我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基础，要加快推动

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国家领导人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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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经过多年发展和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实践应用，技术已逐步发展成熟，且国家对区块链技术应用

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也已做好准备，本次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确认了区块链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即将全面启

动。区块链适用的场景需具备以下条件：有用户群体；有共识规则；有价值交换诉求。供应链金融、能源、物流、

房屋租赁等领域均有望成为区块链应用快速普及的领域，具备巨大的潜在市场空间。以区块链信用证为例，据 SWIFT

数据称，2018 年，仅在中国境内外就发行 120 万信用证，价值 7500 亿美元。区块链商业应用有望在 2020 年进入全

面推广期，为相关区块链概念股“由虚转实”带来机遇。金融区块链可关注高伟达、数字认证、朗科科技、汇金股

份、瀚叶股份、飞天诚信、新国都等；能源区块链领域可关注远光软件等；发票区块链，可关注东港股份等；物流

全路链，可关注信息发展等；房屋租赁区块链，可关注二六五网等；交通区块链，可关注金溢科技等；贸易区块链，

可关注易见股份；版权区块链，可关注安妮股份等。 

 

“南北船”联合重组获批 央企专业化重组推进 

10 月 25 日，据国资委网站消息，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实施联

合重组。当晚，中国船舶、中船科技、久之洋、中国重工等多家中船系上市公司对该事项进行了披露。根据公告，

中船集团与中船重工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中

船集团和中船重工整体划入中国船舶集团。在中国船舶业，中船集团与中船重工分别有着“南船、北船”之称，此

次南北船重组将有助于减少同质化竞争，进一步去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快推动中国造船业

高质量发展。央企专业化重组是当前国企改革重点之一，此前南车、北车成功合并已为央企专业化重组提供了示范

案例。 

【点评】南北船内部的资本运作在今年 4 月就已启动，中船防务发布公告称，中国船舶拟以其持有的沪东重机 100%

股权作为置出资产，与中船集团持有的江南造船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7 月 1 日晚间，中国重工、中国海防、久

之洋、中国动力、中国应急、中船防务、中船科技、中国船舶 8 家上市公司均发布公告，称中船重工正与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筹划战略性重组。“南北船”合并获批一方面将提升船舶制造业个股的表现，另一方面“南北船”

合并还可能成为新一轮军工央企的先声，中国电科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天科技集团等资产证券化率较低的军工

央企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也有望在未来 1-2 年内迎来“改革红利”。投资者除船舶板块相关个股之外，还可关注国睿科

技、杰赛科技、四创电子、航天机电、航天电子、航天信息、航天长峰等。 

 

C919 客机第 105 架机首飞 成功交付两年内可期 

近日，C919 大型客机第 105 架机成功首飞，目前共有 5 架 C919 飞机投入试飞工作。按照计划，今年内还会有 106

架次 C919 飞机进行试飞，密集试飞完成之后，预计 2020 年底取得适航证，2021 年开始正式交付。? 

【点评】根据最新报道，商飞 C919 大飞机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 1000 架。发展国产大飞机是我国的既定路线，和掌

握航空核心科技的必由之路。可关注国产大飞机相关产业链平台：中航飞机、四川九州、旋极信息等。 

 

美股上周五上涨 逼近历史最高收盘纪录 

上周五（10 月 25 日）美股收高，逼近历史最高收盘纪录。截至收盘，道指上涨 152.53 点，或 0.57%，报 26958.06

点；标普 500 指数涨 12.26 点，或 0.41%，报 3022.55 点；纳指涨 57.32 点，或 0.70%，报 8243.12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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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当天美股科技股多数上涨，特斯拉涨超 9%，英特尔收高 8.1%，Netflix、Lyft、苹果公司涨超 1%。工业巨头

卡特彼勒（CAT）收高 4.4%。近期公布的美国企业三季度财报表现良好，已有超过 38%的标普 500 指数成份公司公布

了第三季度财报，其中 78%的业绩超出市场预期。尤其是科技巨头英特尔的强劲财报表现对科技股形成了支撑。同

时，中美贸易局势缓和的消息也提升了市场信心。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本周将举行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市

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再次降息。经济数据方面，美国财政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9 月份的 12 个月中，预算赤

字增加了 26%，达到 984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6%。预算赤字已经连续第四年增长。美国 10 月密歇

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95.5，预期为 96，初值为 96。消费者预期指数终值为 84.2，初值为 84.8。 

 

欧股上周五收涨 英国硬脱欧风险暂消 

上周五（10 月 25 日）欧洲股市多数指数收涨，泛欧 STOXX 600 指数上涨 0.16%。德国 DAX 指数涨 0.17%报 12894.51

点，全周上涨 2.07%；法国 CAC40 指数涨 0.67%报 5722.15 点，全周上涨 1.52%；英国富时 100 指数下跌 0.05%报 7324.47

点，全周上涨 2.43%。 

【点评】当天欧盟除英国外的 27 个成员国代表在布鲁塞尔会谈后表示，已经在原则上就英国脱欧延期达成一致，但

尚未确定最终日期。与会代表们同意，可以通过书面程序做出决定，而不是召开紧急领导人峰会。据悉，他们的下

一次会议将在 28 日举行。英国硬脱欧风险暂时消除对欧洲股市形成利好。经济数据方面，德国 11 月 Gfk 消费者信

心指数为 9.6，预期为 9.8，前值从 9.9 修正为 9.8。德国 10 月 IFO 商业景气指数为 94.6，预期为 94.5，前值为 94.6。

法国 9 月 PPI 同比降 1%，前值降 0.7%；环比升 0.1%，前值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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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研究所投资评级 

股票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20%以上） 

增  持（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5%至 20%之间） 

持  有（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相对沪深 300 指数在-10%至 5%之间） 

卖  出（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看  好（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超越市场整体表现） 

中  性（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  淡（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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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约定购回；股票质押式回购；

证券承销；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业务简介：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我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证券代理买卖证券业务，主要包括：证券的代理买卖（沪、深 A 股、

证券投资基金、ETF、LOF、权证、国债现货、国债回购、可转换债券、企业债券等）；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

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户。公司通过集中交易系统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现场、自助终端、电话、互联网和手机等

多种委托渠道，可满足投资者通买通卖的交易需求。公司目前与多家银行开通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业务，确保投资者资

金安全流转，随时随地轻松理财。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我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的相关信

息、分析、看法或建议；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我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财务顾问业务，为上市公司收购、重大

资产重组、合并、分立、股份回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收入、利润和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

并购重组活动，提供交易估值、方案设计、出具专业意见等专业服务。 

 证券自营业务：我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证券自营业务，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以公司名义开设证

券账户买卖依法公开发行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有价值证券的自营业务。自营业务内容包括权益类投资和固定收益类

投资。 

 资产管理业务：我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接受客户委托资产，并负责受理客户委托资产的投资

管理，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服务对象为机构投资者以及大额个人投资者，包括各类企业、养老基金、保险

公司、教育机构和基金会等。 

 融资融券业务：融资融券交易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运作，为客户提供信用融资服务 

 

公司分支机构 

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4 号楼 18 层                  电话：0755-88316669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环球金融中心 62 层               电话：021-68779208 

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35 号院 1 号楼 2 层                               电话：010-58080500 

福建分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西路 178 号七星大厦 17层 02 单元             电话：0592-5360180 

珠海分公司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九洲大道西 2021 号富华里Ａ座 2105                   电话：0756-8686588 

江苏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 198 号同进大厦 4单元 901 室              电话：025-86573878 

云南分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度假区滇池路 918 号摩根道五栋 B 区楼                 电话：0871-64630002 

湖南分公司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潇湘北路三段 1088 号渔人商业广场 16栋 3 楼             电话：0731-85133936 

河南分公司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33 号美盛中心 808 号                           电话：0371-61778510 

深圳第一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 11 号金融科技大厦 A 座 10层 C1 单元     电话：0755-86660408 

海南分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 1 号富丽花园文景阁 308 室                 电话：0898—36608886 

吉林分公司 地址：长春市南关区解放大路 65 号金碧阁大厦 203 室                          电话：0431—81888388 

上海第二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 1239 号世纪大都会 2号楼 13层 02B 室                 电话：021-58391058 

北京第二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 6 号 6 层 D-715                                 电话：010-8566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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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28号 1㠉1 单元 20层 2003-2004              电话：028-65193979 

重庆分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 166 号 2 幢 1 单元 21-4                               电话：023-63560036 

咸阳分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世纪大道世纪家园三期 A 座 6 号              电话：029-33660530 

山东分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旅游路 28666 号国华东方美郡 109 号楼 1 层              电话：0531-82666773 

北京第三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榴乡路 88 号院 18 号楼 6 层 601 室                       电话：010-83570606 

江西分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988号绿地中央广场 A1#办公楼-1501室   电话：0791-83820859 

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 168 号 1307、1308、1309 室                          电话：025-86421886 

广东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 248 号 1401 号房                     电话：020-38939190 

新疆分公司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喀纳斯湖北路 455 号创智大厦 B 座 23楼 2302 室 电话：0991-5277045 

苏州分公司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华佗路 99号金融谷商务中心15㠉                             电话：0512-69582166 

榆林分公司 地址：榆林市航宇路中段长丰大厦三层                                电话：0912-3258261 

湖北分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路银泰大智嘉园 A 栋 A 一 2 一 9 一 A2 一 14          电话：027-82285368 

辽宁分公司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大北街 52号 7 号楼 4 楼                         电话：024-31281728 

宁夏分公司 地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科技金融广场 K 号楼 3楼                               电话：0952-2095288 

常州分公司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中路 8 号锦湖创新中心 A 座 5 层                          电话：0519-88668558 

西安第一分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 80 号长安国际 E 座 708 室               电话：029-85357838 

 

公司下设营业部： 

西大街营业部：西安市西大街 495 号（西门里 200 米路北）                        电话：029-87617788 

长安路营业部：西安市长安南路 447 号（政法学院正对面）                        电话：029-85389098 

纺织城营业部：西安市纺织城三厂什字西南角（纺正街 426号）                    电话：029-83542958 

榆林神木营业部：榆林市神木县麟州街精煤路口向北 200 米（路西）                         电话：0912-8553131 

商洛民主路证券营业部：商洛市商州区城关镇民主路 5 号融城国际商铺 4F-4-21 号     电话：0914-2987503 

铜川正阳路营业部：铜川新区正阳路东段华荣商城一号                             电话：0919-3199313 

渭南朝阳大街证券营业部：渭南市朝阳大街中段                                  电话：0913-8189866 

咸阳兴平证券营业部：兴平市金城路中段金城一号天镜一号                       电话：029-38615030 

西安西沣路证券营业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沣路万科高新华府 18幢 1 单元 2层 10205号  电话：029-68765786 

佛山顺德新宁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宁路 1 号信业大厦 8 楼    电话： 0757-22363300 

汉中劳动西路证券营业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劳动西路丰辉铭座商住楼主楼二层东区        电话：0916-8623535 

韩城盘河路证券营业部：    韩城市新城区盘河路南段京都国际北楼 4 层 B 户     电话：0913-2252666 

西安锦业路营业部：        西安市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座 5 层               电话：029-88447531 

宝鸡清姜路证券营业部:     宝鸡市胜利桥南清姜路西铁五处综合楼商铺三楼        电话：0917-3138308 

安康花园大道证券营业部: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园大道居尚社区 2-2002        电话：0915-8889006 

延安中心街营业部:          延安市宝塔区中心街治平大厦 7 楼 712 室            电话：0911-8015880 

厦门七星西路证券营业部： 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西路 178 号第四层 05 单元        电话： 0592-5360897 

西安太华路营业部：      西安未央区太华北路大明宫万达广场三号甲写 1703          电话：029-89242249 

曲江池西路证券营业部：  西安曲江新区曲江池西路 8 号鸿基紫韵小区 44 号楼 1 单元 10301 号 电话：029-8120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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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新桂中路证券营业部：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桂中路海悦新城 93A 号           电话：0757-22222562 

深圳南新路证券营业部：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新路阳光科创中心二期 A 座 508、509、510、511  电话：0755-82371868 

西安凤城一路证券营业部：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一路 6 号利君 V 时代 A 座 1903 室      电话：029-65663036 

上海中山南路证券营业部：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969 号 1103 室            电话： 021-63023551 

北京西直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 号金贸大厦 C2 座 908          电话：010-88335008   

杭州丰潭路证券营业部：  杭州市拱墅区丰潭路 380 号银泰城 8 幢 801 室-4                 电话：0571-88066202 

西安太白南路证券营业部：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 109 号岭南郡 10101 号                     电话：029-89281966 

济南新泺大街证券营业部：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康桥颐东 2 栋 2 单元 106                   电话：0531-66620999 

鞍山南五道街证券营业部：鞍山市铁东区南五道街 20 号                                    电话：0412-2312266 

咸阳渭阳中路证券营业部：咸阳市秦都区渭阳中路副 6 号政协综合楼 4 楼                     电话：029-33273111 

西安临潼华清路证券营业部：西安市临潼区华清路 4 号楼独栋 4-（1-2）04 一层               电话：029-83817435 

铜川红旗街营业部：      铜川市王益区红旗街 3 号汽配公司大楼四层                       电话：0919-2185123 

咸阳人民西路营业部：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 37号 117幢 1 层商铺                      电话：029-33612955 

汉中兴汉路证券营业部：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陈家营什字东侧兴汉路一楼营业房             电话：0916-8887897 

西安阎良人民路营业部：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路与公园北街十字东北角一层                   电话：029-81666678 

天津黑牛城道证券营业部：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与洪泽路交口三诚里 2 号楼 3 号底商         电话：022-28332170 

咸阳玉泉路证券营业部：咸阳玉泉路丽彩广场综合楼 1单元 14层 1403号                        电话：029—38035092 

宝鸡金台大道证券营业部：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金台大道 6号                                 电话：0917-3138009 

北京振兴路证券营业部：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振兴路 28 号绿创科技大厦 6 层 B614\615         电话：010-60716667 

汉中东大街证券营业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大街莲湖城市花苑一层                        电话：0916—8860108 

宝鸡中山路营业部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中山路 72号 1 层                                    电话：0917-3679876 

安庆湖心北路证券营业部  安徽省安庆市开发区湖心北路 1号                                电话：0556-5509208 

淮安翔宇大道证券营业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翔宇大道北侧、经六路西侧（华夏商务中心 102室）  电话：0517-85899551 

绍兴胜利东路证券营业部：绍兴市越城区元城大厦 1201-1室                                  电话：0575-88618079 

安康汉阴北城街证券营业部：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北城街 100 号                          电话：0915-211359 

黄石杭州西路证券营业部：黄石市下陆区杭州西路 182 号                                      电话：0714-6355756 

惠州文明一路营业部：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文明一路 9号富绅大厦14层01号05、06单元              电话：020-37853900 

十堰朝阳中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十堰市茅箭区朝阳中路 8号 1幢 13-1                           电话：0719-8697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