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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大势研判】 

大盘缩量下跌，收于半年线下方 

市场概况： 

周三大盘缩量震荡，小幅下跌，收于半年线下方。早盘大盘高开低走，随后在半年线

附近震荡，盘中一度翻红，午盘稍许震荡后出现小幅跳水，沪指逼近 2900点，临近尾盘略

有回升，收小阴线。 

截止收盘，上证综指下跌 0.44%或 12.93，报收 2915.3点；深成指下跌 0,35%或 32.64

点，报收 9166.15点；创业板下跌 0.48%或 7.36 点，报收 1510.43 点。 

热点分析： 

市场延续弱势整理，板块个股跌多涨少，题材板块延续性较弱。美国商务部官方网站

正式确认，将允许部分美国企业继续向华为出售产品，并将豁免 110 种医疗设备和电子元

件等中国进口商品高关税。华为 5G CPE Pro 获得中国首个 5G 无线数据终端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受此等消息提振，华为概念、电子触屏、OLED 及医药等板块表现较为活跃。此外，

当下进入 7-8 月暑假期间，学生放假出行旅游高峰来临，旅游餐饮板块表现突出，近期有

望获得市场关注。另外，受行业并购重组预期等政策消息刺激，军工板块亦有所表现，但

农牧、稀土等近日热点板块出现深度回调。从申万行业表现来看，休闲服务、电子、电气

设备及食品饮料走势略强，而有色金属、建材、汽车及农林牧渔等行业领跌。 

后市展望： 

统计局公布中国 6 月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增长 2.7%，预估为 2.7%，前值为 2.7%。

中国 6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持平，预估为 0.2%，前值为 0.6%。CPI涨幅主要

受食品价格上涨影响，其中，受恶劣天气及存栏量下降影响，鲜果和猪肉价格涨幅较大。

PPI同比增速低于预期，生产资料价格下降，显示工业需求有所减弱，企业投资生产积极性

不高，PMI 新订单指数也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整体来看，经济仍较为疲软。北上资金方

面，周三延续净流出态势，当日净流出 16.38 亿元，其中沪股通 16.37 亿元，北上资金连

续 3日净流出，但流出额度呈递减态势。 

整体来看，周三市场缩量下跌，失守半年线。板块跌多涨少，休闲服务、电子、医药

及食品饮料走势略强，而有色金属、建材、汽车及农林牧渔等走势较弱。消息面，美国虽

然恢复对华为供货及取消部分中国出口产品关税，但贸易谈判仍存不确定因素；6月 PPI数

据显示出需求仍较疲软。成交额进一步回落显示市场观望情绪浓厚，仍需关注外围消息变

化，预计市场短期仍有震荡反复，但随着杀跌动能减弱以及政策维稳预期，后市有望逐步

震荡企稳。操作上建议适度谨慎，关注金融、医药、家电、TMT 等板块。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财富通每日策略 

2 

 

【一周股票池】 

股票名称 
推荐日 

(收盘价) 

最新收盘

(元) 

止损价

（元） 
点评与操作建议 

格力电器 

（000651） 

7 月 10日 

（56.29） 
56.29 51.5 

近期公司认购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有助于完善公司供应链体系，为公司提供稳定的

原材料供应保障。公司一季度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

22.16%，经营稳健，现金流充足，在政策支持消费的预

期下，估值有望保持小幅提升。 

广汽集团 

（601238） 

7 月 9日 

（11.49） 
11.44 10.40 震荡小幅下跌，成交缩量，持股。 

精测电子 

（300567） 

7 月 9日 

（10.20） 
51.07 44 缩量小幅下跌，持股。 

牧原股份 

（002714） 

7 月 8日 

（62.93） 
64.65 57 缩量小幅下跌，收十字星，持股。 

金地集团 

（600383） 

7 月 8日 

（12.48） 
12.47 11.40 

缩量小幅下跌，近日收到独立董事高峰先生的书面辞职

报告，持股。 

盐津铺子 

（002847） 

7 月 5日 

（31.48） 
29.82 30 缩量小幅下跌，受 90日均线支撑，持股。 

益生股份 

（002458） 

7 月 5日 

（23.0） 
24.12 21.4 震荡缩量大幅下跌，市场情绪较差，持股。 

精锻科技 

（300258） 

7 月 2日 

（12.46） 
11.77 11.36 缩量下跌，行业盈利周期未到，剔除。 

本钢板材 

（000761） 

7 月 1日 

（4.47） 
4.19 4.3 缩量下跌，跌破止损线，剔除。 

森马服饰 

（002563） 

7 月 1日 

（11.4） 
11.00 10.6 震荡收平，成交继续缩量，持股。 

思维列控 

（603508） 

6 月 28日 

（65.08） 
66.06 57 高开低走后低位震荡，持股。 

华正新材 

（603186） 

6 月 27日 

（29.65） 
30.63 25.8 缩量下跌，跟踪期已到，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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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可转债、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科创板股票、新三板股票、权证、退市整理期股票、港股通股票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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