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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会纪要 

 

国内市场 

 

股指震荡高开高走   区块链概念整体走强 

 

 

周一沪市两市在消息刺激下震荡高开高走，前市两市股指集体高开后即呈现一路震

荡盘升走势。创业板指在区块链概念的带动下成为当日领涨先锋，伴随中小创指的快速

回升其他板块纷纷跟随上涨。从盘面上看，区块链、软件、计算机设备等板块涨幅居前；

两市仅猪肉、银行、特色小镇等几个板块下跌。最终沪深两市收盘均出现上涨，全天两

市成交量 5200 亿快速放大，市场参与度有所回升。 

 

 

综合分析，周末习主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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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说话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相关的区块链板块出现大幅上涨。本周十九届四

中全会召开同时月底有适逢美联储议息会议，市场对于未来政策向好预期提升，周一 A

股也在区块链板块的带领下走出震荡盘升的走势，尤其中小创指的活跃有效激发的市场

的活力，投资者信心有所提振。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再次通话，双方同意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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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协议有望在下月

签署，两国贸易摩擦进入短暂缓和期，但由于中美贸易战的持久性和不确定性，短期美

中贸易达成全面协议的概率仍较低，因此投资者的整体预期不宜过高。全球面临经济减

速蔓延风险，多国降息缓冲经济下滑，美国变相 QE 增加流动性，欧盟重启每月的国债

回购计划，市场的避险需求下降风险偏好有所回升；欧美贸易摩擦升级，海湾中东地缘

政治局势紧张，英国月底脱欧无望或面临再一次大选，因此全球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依然

不容忽视。国家高层定调金融业改革方向提升了资本市场战略定位，IPO 常态化发行科

创板审核加速，产业资本不断减持离场，高层加速推进金融改革鼓励引导中长期资金入

市，以平衡资本市场的供需矛盾但最终成效仍有待关注。从技术面分析，8 月份市场借

助科创板上市逐步探底回升，股指呈现出逐级震荡盘升走势，市场做多信心有所增强；

但自 9 月中旬市场量能释放过于集中出现了冲高受阻震荡回落的走势，股指出现持续震

荡调整。国庆节后股指一度小幅回升，同样由于成交量快速放大多方能量有所释放，随

后股指持续出现震荡调整；本周一股指借助消息刺激高开高走，成交量快速放大但短期

能否持续有待关注，同时深圳几大指数股指均出现跳空缺口势必会产生一定引力，由于

未来还有诸多大小非解禁以及航母级的 IPO，因此市场的做多力量或较有限，预期股指

宽幅震荡概率较大，把握节奏控仓精选个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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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与点评 

【智慧灯杆首登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 行业有望迎来风口】 

来源：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e公司讯，由工信部主办的2019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将于10月31日举

行，展会以“5G融合，共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为主题，将设置国内首个面向全国的智

慧灯杆产业展示专区，同时举行“5G+智慧灯杆融合发展”专题论坛。智慧灯杆是5G微基

站的天然载体，5G微站的组网将带动海量智慧灯杆需求释放。作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

成部分，智慧路灯千亿级别市场有望随着5G建设加速开启。相关公司有数知科技、日

海智能、华体科技等。 

 

【碳酸锂供给端出现底部信号 价格或已进入底部区域】 

来源：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 e 公司讯，澳大利亚锂矿商银河资源日前表示，将缩减其卡特林矿山的运营规

模，因行业面临价格疲软和中国需求低于预期的压力。据机构了解，碳酸锂及氢氧化锂

等产品价格连续下跌，部分企业早已跌穿成本线。目前矿山供给端出现底部信号，未来

价格下跌幅度已经有限。机构预计碳酸锂价格下跌速度会放缓，或逐渐进入底部区域，

行业龙头凭借成本优势望迎来布局时机，可关注天齐锂业、赣锋锂业等公司。 

 

 

 

 宏观经济 

（1）商务部发布《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支

持青岛试点建设上合组织国家特色农产品进口指定监管场地，建设汽车整车及零部件、

能源及原材料大宗商品平台，发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发展跨境电商业务。探讨投资贸

易便利化，推动口岸通关模式改革创新。探索实行外汇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便利化

试点，企业外债注销登记下放至银行办理试点。 

 

（2）央行周一开展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操作 600 亿元，中标利率

3.2%。当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有 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Shibor 多数下行，隔夜品

种下行 2.8bp 报 2.478%。 

 

（3）发改委同交通运输部召开会议要求，近期要重点在五方面下功夫推进国家物流枢

纽建设：一是重点完善国家物流枢纽功能与定位、国家物流枢纽运行等内容；二是推

动国家物流枢纽互联成网；三是加快建设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的冷链物流分拨配送

体系；四是积极发展综合物流信息平台；五是加强前瞻性基础性问题研究，为今后的

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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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据经济参考报，10 月中旬以来，不少地方紧锣密鼓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出台

相关方案，部署以更有力举措打好稳增长“硬仗”。从地方发力重点看，稳工业效益，

扩大有效投资成为重头戏，重点抓好制造业大项目、加快发行使用地方政府债券等一

系列大招实招将加快落地。 

 

（5）经参头版：银保行业乱象整治需制度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银行业保险业监管工作的永恒主题。种

种迹象显示，银保监系统今年前三季度对保险市场乱象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依规惩处。 

 

 

 

 国际市场 

（1）英国下议院第三次拒绝首相约翰逊提前举行大选的提议，约翰逊随后称其将针对

12 月 12 日大选建议提交新的立法议案。英国议会将在周二就 12 月 12 日举行大选的

法案进行辩论。 

 

（2）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同意将英国脱欧期限推迟至 2020 年 1 月底；延期

决定将在没有举行欧盟峰会的情况下正式确定；如果脱欧协议获得批准，英国可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之前离开欧盟。 

 

（3）美国 9 月芝加哥联储全国活动指数为-0.45，预期 0.05，前值从 0.1 修正为 0.15。

美国 9 月批发库存环比降 0.3%，前值升 0.2%。 

 

 

 

 

国际股指和大宗商品 

2019-10-28 

代码 名称 前收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DJI.GI 道琼斯工业指数 26958.06 27090.72  0.49 

SPX.GI 标普 500 3022.55 3039.42  0.56 

IXIC.GI 纳斯达克指数 8243.12 8325.99  1.01 

CL.NYM NYMEX 原油 56.63 55.74 -1.62 

GC.CMX COMEX 黄金 1507.1 1494.8 -0.70 

CA.LME LME铜 5907.5 5917  0.16 

S.CBT CBOT 大豆 936.75 936.5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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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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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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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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