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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证监会同意迈得医疗等 4 家企业科创板 IPO 注册 

 市场逻辑主导 科创板回归常态 

 科创板开市满百天 交易平稳参与度高 

 创业板十周年“吃螃蟹者”彰显示范效应，首批挂牌 28 家公司营收年复合

增长 24.43% 

 美联储观察：美联储本周降息概率超 95% 

【行业及公司要闻】  

 商务部：白银出口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均需满足五项条件 

 找准应用场景 加快银行数字化转型 

 受益增值税下调 啤酒企业净利增速跑赢营收 

 北向资金连续五个月加仓超百亿 近期最爱医药生物 

 中国区块链专利申请数量全球第一 注册企业数量超过一万家 

 多家公司提示区块链风险，产业发展尚处幼年，业绩兑现能力较低 

 三大运营商前三季营收下滑 月底将启动 5G 商用 

 

 

要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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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困局？ 

海通证券 荀玉根、李影 

市场仍在折返跑蓄势。①折返跑蓄势是牛市主升浪的必经阶段。今年以来

我们提出了“2019 年 2440 点=2005 年 998 点”、“牛市有三个阶段”、

“2733点附近是牛市第二波上涨起点”等重要观点。从指数行情看，上证综指

从 8月 6 日的低点 2733 点最高涨至 9 月 16 日的高点 3042 点，此后指数

开始回落，市场成交量萎缩，至今市场仍处于折返跑蓄势阶段。②只是波动风

险，无需太担忧。虽然折返跑蓄势是牛市第二波上涨的必经阶段，但是有人担

忧回撤会不会比较深，我们认为上证综指 2733 点很可能是牛市第二波上涨的

起点，对应波浪理论的 3 浪，即牛市主升浪，折返跑不会回到起点那么深。目

前这些悲观因素逐渐消退，市场情绪明显好于年初上证综指 2440 点时，粗略

点看 2733 点很可能已经是牛市第一阶段进二退一的底部。另外，近期基金份

额持续增长、股票仓位上升，投资者无需太担忧。 

走出困局需新信号。①低波动不可持续。2000 年以来上证综指滚动三个月

区间振幅均值为 21.7%，中位数为 17.1%，而 19/08-19/10 区间振幅为 

11.1%，处于 2000 年以来振幅从低到高的分位数为 19%。再看近 2 个月，

19/09 至今上证综指区间振幅为 5.5%，对应上证综指高点、低点分别为 3042 

点、2883点，而 2000 年以来上证综指区间振幅小于 5.5%的情形只在 17/09-

17/11 期间出现过一次。可见，当前上证综指低波动不可持续，指数大概率最

终会选择突破。参考历史经验，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市场震荡后最终会向上突

破，基本面和政策面向好驱动牛市进入第二阶段主升浪。②等待基本面和政策

研报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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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信号，岁末年初是窗口期。前期报告中我们提出牛市有三个阶段，在牛市第

二阶段市场进入主升浪的逻辑是盈利见底回升、政策面偏暖。基本面上，我们

认为全部 A 股归母净利同比增速三季度见底。政策面上，关注货币政策、财政

政策及有关改革进展。此外，11 月 16-17 日智利将召开亚太经合组织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跟踪届时中美贸易谈判能否落地阶段性成果。 

应对策略：耐心布局。①折返跑蓄势是布局期。我们前期多篇报告分析

过，1月 4 日上证综指 2440 点是牛市反转点，上证综指 2440-3288-2733 

点，是牛市第一阶段的进二退一，上证综指 2733 点很可能是牛市第二波上涨

的起点，对应波浪理论的 3 浪，即牛市主升浪。借鉴历史，牛市第二波加速上

涨突破第一波高点，通常靠银行引领，这次冲破 3288 点也需要银行启动。②

岁末年初关注银行地产，中期科技和券商更优。历史上牛市主升浪上涨的初期

往往靠银行带动指数向上突破，但是着眼于整个主升浪，价值搭台之后最终还

是成长唱戏。“科技+券商”有望成为本轮主导产业。科技股业绩回升的动力是

政策红利、技术进步。政策面产业政策向科技倾斜，前期科创板、融资放开等

举措将带动 VC/PE 为科技企业注入增量资金。随着大股权时代来临，券商业务

有望更多元化，成为综合性投行。资本市场增量改革不断推进，并且监管鼓励

大行加大对券商融资的支持，券商金融债发行、短融增额，均有利于券商降低

资金成本，提高杠杆率，从而提升 ROE。 

风险提示：向上超预期：国内改革大力推进，向下超预期：中美关系恶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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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交易日沪深市场分时走势图    

 

  

  

大盘单边上扬 区块链现涨停潮 

周一，沪深两市股指高开高走，震荡上行，市场放量上涨。科技板块在区

块链崛起的带动下全面走强，中小创走势强于沪指。截至收盘，沪指收报

2980.05点，涨 0.85%，成交额 1988亿元；深成指收报 9801.87 点，涨

1.46%，成交额 3215 亿元；创业板指收报 1704.42点，涨 1.74%，成交额 1162

亿元。盘面上，数字货币、区块链、数字中国、国产软件、网络安全、知识产

权、大数据、云计算等板块领涨，银行、房地产等板块小幅调整。 

后市看，两市今日呈现放量单边上扬走势，尤其是区块链概念受到国家最

高层集体聚焦，出现了开盘百股涨停的盛况，在区块链的带动下，科技股板块

整体活跃，未来风险偏好也会有所提升。技术上，沪指仍然维持箱体走势，今

大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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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冲破 30日均线压制，市场上涨空间打开，短期指数趋于活跃，后期将冲击

3000点整数关口，甚至不排除上试 3052 点缺口位置。总体上，区块链的利好

虽然不是市场上涨的催化剂，但却在低迷之际为市场带来活力。区块链的利

好，仅是小范围内的刺激，对市场本身趋势影响并不大。但是，通过区块链的

利好提振，激活市场参与度，能从情绪上对市场以提振。指数的有效突破还需

政策和基本面的配合。这是无疑的，目前的政策在期待中，但总体看，尤其是

四季度宽松的空间基本不大。而基本面上，目前保持平稳，也不会有太大的提

振。所以，指数想要有效突破，目前看还是有些困难的。操作上，不可轻易追

涨，建议仍关注调整充分、估值不高的软件、电子等板块个股。 

南京证券研究   朱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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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 5.80 二三四五 银行 -0.60 张家港行 

传媒 3.26 广博股份 房地产 -0.42 同达创业 

通信 2.85 富通鑫茂 家电 0.23 ST 厦华 

电子元器件 

 

 

 

 

2.18 深科技 农林牧渔 0.25 好当家 

轻工制造 1.93 美盈森 石油石化 0.45 恒逸石化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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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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90.72 0.49 

纳斯达克 8325.99 1.01 

标普 500 3039.42 0.56 

恒生指数 26891.26 0.84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10569.82 0.99 

大宗商品价格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NYMEX 原油（美元/桶） 55.74 -1.62 

COMEX 黄金(美元/盎司) 1494.8 0.70 

LME 铜(美元/吨) 5917.0 -0.14 

LME 锌(美元/吨) 2536.0 1.04 

LME 镍(美元/吨) 16665 -1.31 

汇率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美元兑人民币(询价) 7.0615 -0.14 

欧元兑美元 1.1099 0.16 

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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