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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会纪要 

 

国内市场 

 

震荡格局未改   把握节奏为宜 
 

 

 本周市场震荡调整，各指数均小幅收跌，无明显差异。市场日均成交金额5385.78

亿元，成交额有所减少。参与者情绪指数继续高位震荡。整体来看，市场交易依然活跃

不过较前期有所谨慎。由于市场自身的压力，以及宏观基本面暂时也难以提供大幅上行

的空间。市场整体的趋势依然以震荡为主，市场上行步伐放缓，越是向上，压力越大，

反而是回避短期风险的好时机。 

 

 市场前期热点电子类板块再度有所活跃，但强度稍有弱势。白酒类也再度活跃。

市场依然是科技和消费为主。它们也是市场上行的主导力量。未来市场上行空间主要由

它们决定。不过从强度看不要过于乐观。当然长期看，无论是成长还是消费，具有战略

配置的意义。目前依然是短期交易性机会的节奏把握和仓位控制。 

 

 整体来看，市场目前主要以情绪为主导，流动性乐观的预期，提升了市场的风险

偏好。不过临近国庆长假，市场的心态将渐趋谨慎，短期的波动风险注意提防。目前来

看震荡格局仍难以打破，市场仍是区间震荡的交易性机会。市场虽然整体稳定，无大大

的风险，但短期也无大的空间，因此目前的位置更需要把握市场的节奏，这是当前提高

收益率的逻辑。本周的策略做好仓位和节奏控制。 

 

 

 

行业动态与点评 

【国家油气管网公司挂牌在即 产业链影响已显现】 

来源：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e公司讯，延长石油间接控股陕天然气和中石油将大量城市燃气企业收入囊中

的举动说明，虽然国家油气管网公司还未挂牌，但其影响已经显现。政府重组管网的初

衷就是为了加快管网建设，鼓励天然气下游市场的发展。随着国家油气管网公司挂牌倒

计时，以及天然气消费旺季到来，相关概念股有望反复活跃，可沿着两个方向布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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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及勘探开采设备工程公司金洲管道、中油工程等；省网和城燃公司陕天然气、新天然

气等。 

 

【武汉发出首张自动驾驶商用牌照 商业化应用迈出关键一步】 

来源：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 e 公司讯，9 月 22 日，百度、海梁科技、深兰科技三家企业获得了武汉市交

通运输局颁发的首批智能网联汽车载人试运营许可证。这标志着智能网联汽车从测试走

向商业化运营迈出了关键一步。A 股公司方面，千方科技与百度 Apollo 签署战略合作打

造具备网联能力的自动驾驶车辆。均胜电子大力推进汽车智能化业务落地，陆续获得大

众、戴姆勒等客户新订单。四维图新牵头共建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平台。 

 

 

 

 宏观经济 

（1）新华社：中美经贸副部级磋商在华盛顿举行。9 月 19 日至 20 日，中美双方经贸

团队在华盛顿举行副部级磋商，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了建设性的讨论。双方还

认真讨论了牵头人 10 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具体安排。

双方同意将继续就相关问题保持沟通。 

 

（2）新版 LPR 第二次报价出炉：1 年期品种报 4.20%，上次为 4.25%，5 年期以上

品种报 4.85%，上次为 4.85%。新华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此次只下调了 1年期 LPR，

5 年期 LPR 保持不变，有利于银行信贷结构调整，避免资金流向房地产等领域，更多

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3）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通知，今年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资充实社保基金。具备条件

中央企业 2019 年底前基本完成，确有难度的可于 2020 年底前完成；地方层面要在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工作。承接主体要履行 3 年以上禁售期义务。 

 

（4）发改委、银保监会求深入开展“信易贷”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设立“信易贷”专项风险缓释基金或风险补偿金，专项用于弥补金融机构在开展“信

易贷”工作过程中，由于企业债务违约等失信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 

 

（5）中证报头版：降准后资金面缘何变紧？原因可能在于税期高峰和季末因素对资金

面的扰动再次凸显，但流动性总量仍有保障，尤其是季末财政支出有望形成增量资金

供给。预计 10 月上半月资金面将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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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市场 

（1）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部分成员国能源部长 9 月 20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

塔什干举行能源部长对话会并签署联合宣言，以加强能源领域跨境合作，朝着建立区

域能源市场的目标迈进。 

 

（2）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目前经济正面临风险，本周降息是防范经济前景下行风

险的保险性措施，不要在此次将是本年最后一次降息上押注太多可能性；将在 10 月会

议上讨论负债表的有机增长，未来资产负债表的任何扩张并非 QE。 

 

（3）欧元区 9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6.5，预期为-7，前值为-7.1。 

 

 

 

 

国际股指和大宗商品 

2019-9-20 

代码 名称 前收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DJI.GI 道琼斯工业指数 27094.79 26935.07 -0.59 

SPX.GI 标普 500 3006.79 2992.07 -0.49 

IXIC.GI 纳斯达克指数 8182.88 8117.67 -0.80 

CL.NYM NYMEX 原油 58.64 58.39 -0.43 

GC.CMX COMEX 黄金 1506.5 1524.4  1.19 

CA.LME LME铜 5793.5 5755 -0.57 

S.CBT CBOT 大豆 892 882.25 -1.20 

资料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2019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 

 

第 4 页 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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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