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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会纪要 

 

国内市场 

 

股指宽幅震荡调整   板块热点出现普跌 

 

 

周二沪深两市宽幅震荡调整，沪深两市双双低开低走全天指数一路震荡单边走低，

盘面上以 5G 和国产芯片为首的科技股集体回调，午后大金融股持续回落，盘中仅油气

板块逆市飘红，其余板块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最终沪深两市收盘均出现 1%以上的下

跌，全天两市成交量 5800 亿基本持平，市场多空双方争夺激烈。 

 

 

综合分析，沙特重要石油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称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再次剑拔弩张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

剧。题材概念为主的中小创指出现调整，对市场人气带来一定影响，股指经过连续的盘

升后获利盘开始逐步用处，同时权重板块继续调整，加剧了市场的做空力量，股指失守

3000 点整数关。欧盟降息并重启 QE，市场对全球货币政策宽松的预期升温，近期国内

政策面不断推出利好使得市场投资氛围转好，市场风险偏好不断得到修复，市场整体做

多力量有所增强。中美互释善意贸易摩擦紧张形势略趋缓和，但由于特朗普的反复无常

投资者的整体预期仍不宜过高；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多国实施降息举措释放全球央

行宽松预期，美国 9 月降息概率较大，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有所回升，但鉴于未来美中贸

易形势短期达成协议的概率较低，海湾中东局势动荡升级，英国未来如何脱欧等一系列

不确定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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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态化发行但产业资本近期则不断减持加速离场，管理层通

过一系列政策吸引海内外资金投资，期望平衡未来资本市场的供需矛盾。从技术面分析，

8 月份市场借助科创板逐步探底回升，股指呈现逐级震荡盘升走势，市场信心明显回升；

近期股指震荡上行量价配合较为理想，多方也逐渐收复失地，市场做多力量明显增强。

但由于上周量能释放过于集中，周一股指在消息刺激下高开强势震荡整理量价出现背

离，周二股指整体出现震荡调整并跌破短期均线，显示股指上行的缺口压力较大，而前

期股指上行过程中留下的多个缺口也对股指形成一定的牵引，预期短期股指围绕短期均

线宽幅震荡概率较大，把握节奏控仓精选个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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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e公司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22年，冰雪产业总规模超过8000亿元，推动实现“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目标。随着2022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的开展以及国家的大力倡导，冰雪

运动热潮开始兴起，这也给我国冰雪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契机。A股市场冰雪运动产

业概念股主要有探路者、华录百纳、莱茵体育等。 

 

【5G订单超出预期 砷化镓半导体器件供不应求】 

来源：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e公司讯，砷化镓龙头稳懋总经理陈国桦表示，目前产能已满载，预计四季度

扩产，5G订单比预估要提早来，量也比预期大。砷化镓是第二代半导体材料，是通讯

用射频元件的最关键核心。机构预测2020年GaAs微波通信器件市场规模将突破130亿

美元。砷化镓半导体器件供不应求，相关公司有望受益。海特高新砷化镓光电器件已规

模量产；云南锗业砷化镓单晶片产能80万片/年；三安光电旗下公司已建成砷化镓、氮

化镓外延芯片产线并量产。 

 

【磷酸铁锂回暖带动电池级DMC需求增长 行业需求旺季到来】 

来源：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 e 公司讯，9 月份，磷酸铁锂电池的市场需求大幅回暖，主流生产企业的排产

明显增加。鉴于磷酸铁锂在安全性和成本上的优势，国内已有多家车企准备在一些新能

源乘用车上使用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市场需求的向好将带动电池级

DMC 需求的增长。随着行业需求长期向好及短期旺季到来，电池级 DMC 领域公司业

绩望改善。A 股公司中，石大胜华电池级 DMC 产能 7.5 万吨；奥克股份正在进行 20 万

吨 DMC 的立项和相关工作。 

 

 

 

 宏观经济 

（1）国家领导人在郑州考察，先后来到郑煤机集、黄河博物馆、黄河国家地质公园，

就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科技创新、黄河流域治理和生态保护等进行调研。 

 

（2）应美方邀请，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拟于本周三率团访美，与美方

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为 10 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做准备。 

 

（3）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推出 10 条政策举措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其中包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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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符合条件的体育企业发行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确定一批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

开展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研究设立由政府出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的中国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加快发展冰雪产业，力争到 2022 年冰雪产业总规模超过

8000 亿元。 

 

（4）发改委印发《关于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实施意见》，要求政

策起草部门制定重大改革方案、分析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布局重大建

设项目等，应通过适当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坚定企业家信心，

稳定企业家预期。 

 

（5）中国 8 月 70 大中城市中有 55 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7 月为 60 城；环

比看，南宁涨幅 2.3%领跑，北上广深分别涨 0.5%、0.3%、0.2%、0.2%。二手住宅

方面，北京下降 0.4%，上海和广州均持平，深圳上涨 0.2%。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5%和 0.2%，涨幅比上月均回落 0.2 个百分

点；同比分别上涨 9.9%和 5.5%，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0.8 和 1.2 个百分点。 

 

 

 

 国际市场 

（1）沙特能源部长在吉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表示，沙特石油产量将在 9 月底

完全恢复。此外，沙特阿美董事长称，沙特阿美的 IPO 是政府的承诺，将一如既往推

进，攻击不会阻止沙特阿美 IPO。 

 

（2）美国能源部长佩里：战略石油储备有 6.45 亿桶；可能不会使用战略石油储备；

美国对是否使用战略石油储备持观望态度；预计原油价格不会令人吃惊地上涨。 

 

（3）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周二下跌 28 点，或 1.2%，报 2283 点，为连续第九日下跌，

因船舶需求受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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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股指和大宗商品 

2019-9-17 

代码 名称 前收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DJI.GI 道琼斯工业指数 27076.82 27110.8  0.13 

SPX.GI 标普 500 2997.96 3005.7  0.26 

IXIC.GI 纳斯达克指数 8153.54 8186.02  0.40 

CL.NYM NYMEX 原油 61.66 58.63 -6.45 

GC.CMX COMEX 黄金 1505.9 1509  0.21 

CA.LME LME铜 5855 5815.5 -0.93 

S.CBT CBOT 大豆 899.25 894.75 -0.58 

资料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201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 

 

第 5 页 共 6 页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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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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600号32楼（陆家嘴商务广场） 

电话：021-32229888  邮编：200122 

网站：www.ajz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