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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国务院原则同意《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 

 十三部门：鼓励社会资本设立设计类产业基金，鼓励符合条件的设计企业

上市融资；力争 4 年内在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实

现原创设计突破。 

 财政部邹加怡：加大中国 PPP 基金股权投资力度，鼓励保险资金参与。 

 国家能源局：全面实施电力业务许可信用监管。 

 工信部：加强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港交所：提升有关海外公司寻求于香港上市的指引。 

 5G 套餐收费详情出炉：最低月租 128 元起，上网“低价低速 高价高速”。 

【行业及公司要闻】 

 财政部将推动 PPP 条例出台、项目建设有望加快 

 双 11 临近推升包装需求、瓦楞纸价格持续上涨 

 苹果正式发布 AirPods Pro 入耳式耳机、望再次引爆 TWS 市场 

 腾讯代表中国主导制定区块链发票国际标准、行业发展望提速 

 各地纷纷出台新增生猪产能计划、维生素景气度有望走高 

 洋河股份（002304）拟以 10 亿-15 亿元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 135 元/

股，用于对核心骨干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目前股价为 105.60

元。 

要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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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同科技（002831）拟 6 亿元建设智能包装产业基地，项目预计 2024 年全

部达产，全部达产后实现年产值约 7 亿元。 

 泰格医药（300347）拟以约 1774.33 万美元拟收购日本 EPS 部分股权，拓

展亚太区业务。EPS 是一家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的公司，

主要为制药公司、医疗器械厂家等提供各种高附加价值的解决方案。 

 达实智能（002421）与太一云战略合作，共建“区块链+智能物联”生态链。

据介绍，太一云已在多个领域建立了行业区块链系统。 

 雅戈尔（600177）集团与中国邮政将在智能物流中心的建设、全国物流配

送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上海建工（600170）拟以不超 4.2 元/股价格，回购 5000 万元-1 亿元股份。

目前股价为 3.38 元。 

 

    

 

【策略点评】投资者策略分析系列：2019 年三季度公募

基金持仓分析 

洪亮 李卓睿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 

摘要 

◆ 我们认为四季度市场的增量资金有限，叠加全年市场表现较优，获利盘

压力较大，在明确的经济回暖、海外风险好转等利好落地前，市场或将持续处于

下行压力不大且上涨动力不足的震荡格局，在此期间建议把握以科技为核心的长

期投资逻辑，逢低吸入优质成长型企业，优化中长期配置结构。短期内，受消息

刺激，区块链相关标的有一定投资机会，但前期市场情绪较弱，本轮科技反弹或

研报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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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持续；虽然当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但可关注目前配置比例较低且估值较低的

电力设备、建筑等行业，因其存在较多的上涨空间，同时需注意重仓行业及个股

的回调风险。 

核心观点 

在二季度基金仓位普遍下降后，三季度基金股票配置的仓位有所回升，与一

季度情况相近。偏股混合型与灵活配置型基金的仓位上升趋势明显，但普通股票

型仓位在持续下降，而平衡混合型基金仓位较一季度高点仍有空间。2019 年 Q3

基金持有股票市值 14685.84 亿元，较 2019 年 Q2 上升 964.8 亿元，占净值比重

（仓位）70.81%，较二季度上升 0.83%，为 2015 年一季度以来最高仓位。参考

历史仓位，平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有一定加仓空间，但整体继续加仓的空

间有限，可关注低配板块受益于调仓的投资机会。 

三季度板块配置偏向中小盘股，风险偏好提升。2019 年三季度基金重仓股

中，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股票市值占全部基金股票投资市值的比例分

别为 37.47%、11.35%、7.15%、0.06%。 

2019 Q3 行业配置风格与 2019 Q2基本一致，科学研究、信息技术领域的配

置比例逐步提升，而房地产和商贸零售受行业景气度下行影响，配置比例延续下

降趋势。制造业配置比例明显回升，突破一年来新高，而金融业受上季度加仓影

响，三季度配置比例下滑，但仍高于一季度比例。 

基金重仓股中，电力及公用事业、电子元器件、传媒、医药行业获加仓最多，

食品饮料的配置比例仍处于高位，整体反应了风险偏好的提升及业绩兑现的预

期。2019 年三季度基金重仓股中，持有市值占全部基金股票投资市值比例居前

的行业分别为食品饮料（9.02%）、医药（7.85%）、电子（6.21%）、非银行金融

（4.11%）、银行（3.13%）、家电（3.07%）、计算机（2.46%）。 

2019 年 Q3 基金前十大重仓股占全部股票投资的比例为 15.95%，较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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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集中度下降 0.93%。当前基金持仓前十大个股的风格仍以消费为主，金融、科

技为辅。 

综述，我们认为四季度市场的增量资金有限，叠加全年市场表现较优，获利

盘压力较大，在明确的经济回暖、海外风险好转等利好落地前，市场或将持续处

于下行压力不大且上涨动力不足的震荡格局，在此期间建议把握以科技为核心的

长期投资逻辑，逢低吸入优质成长型企业，优化中长期配置结构。短期内，受消

息刺激，区块链相关标的有一定投资机会，但前期市场情绪较弱，本轮科技反弹

或难持续；虽然当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但可关注目前配置比例较低且估值较低

的电力设备、建筑等行业，因其存在较多的上涨空间，同时需注意重仓行业及个

股的回调风险。 

 

 

 

 上一交易日沪深市场分时走势图   

  

计算机、通信等科技板块领跌 沪指 5 日线弃守 

盘面特征： 

    周二，近日来连续上涨的农林牧渔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与家电、餐饮旅游等

大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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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联袂护盘，但效果难以尽如人意，沪指全天震荡逐级下行，并在尾盘前后跌

破10日线及5日线；创业板及科技题材股行情快速退潮，盘面上仅鸡产业、猪产

业等题材有所表现，创业板指震荡下行，1700点整数关口弃守。截至收盘，沪指

下跌25.87点或0.87%，报2954.18点；深成指下跌55.84点或0.57%，报9746.03点。

两市合计成交5390亿元，上一交易日5203亿元，成交量能有所放大，主要还是因

为沪指掉头向下，市场交投活跃。另外，中小板指下跌0.62%，报6230.93点；创

业板指下跌1.05%，报1686.58点。 

行业板块绝大多数下跌，其中计算机等科技板块与有色等周期板块联袂调

整，对大盘压制明显。具体来看，农林牧渔、家电、食品饮料、餐饮旅游、医药

板块（按照中信证券研究所的标准划分）上涨，而计算机、通信、电子元器件、

有色金属、非银行金融板块居于跌幅榜前列。概念题材板块也是绝大多数下跌，

其中近端次新股、存储器题材跌幅靠前。 

后市研判：  

沪指在昨日上涨之后，今日有掉头向下，不仅完全侵蚀了昨日的涨幅，而且

跌破 10日线及 5 日线，显示上方阻力还是比较大，短线沪指趋势性反弹的动力

还是不足。 

就当前经济数据来看，一方面，9月社融、财政支出、基建投资、房地产、

制造业投资以及社零都存在改善迹象；但另一方面，前述这些靓点，很多都是稳

增长政策阶段性发力以及季末冲量的结果，而经济自身的内生性改善并不明显。

这样的经济形势决定了市场大格局处于上有压制，下有支撑的状况，而区块链这

样的短时间较为强势的题材，恐怕也难以扭转整体市场格局。 

短线沪指尽管掉头，但我们预计下行空间还是较为有限，屡经考验的 2900

整数关口仍将构成较强支撑；创业板指近期已经扭转了结构性偏弱的走势，对于

事件性反映的弹性正在恢复。投资者秉持谨慎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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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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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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益生股份 计算机 -2.91 常山北明 

家电 1.40 日出东方 通信 -2.09 会畅通讯 

食品饮料 1.03 双汇发展 电子元器件 -2.00 退市太控 

餐饮旅游 0.02 宋城演艺 有色金属 -1.59 博威合金 

医药 0.01 司太立 非银行金融 -1.57 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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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71.46 
-0.07 

纳斯达克 
8276.85 -0.59 

标普 500 3036.89 -0.08 

恒生指数 
26786.76 -0.39 

恒生国企指数 10547.00 -0.22 

商品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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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MEX 原油（美元/桶） 
55.50 -0.56 

COMEX 黄金(美元/盎司) 1489.9 -0.39 

LME3 月铜(美元/吨) 
5921.0 0.07 

LME3 月铝(美元/吨) 
1751.0 0.84 

LME3 月锌(美元/吨) 
2547.0 0.43 

外汇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美元/人民币(询价) 7.0659 -0.02 

欧元/美元 1.1112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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