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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大势研判】 

大盘低开高走，站上 2800 点 

市场概况： 

周四大盘低开高走，站上 2800 点。受外围市场大跌影响，早盘各指数集体低开，随后

在军工、医药、钢铁等板块带动下震荡回升，午后国产软件、电子、5G 华为等科技板块集

体发力，带领大盘逐步攀升，收复 2800 点，红盘报收。 

截止收盘，上证综指上涨 0.25%或 6.89点，报收 2815.8点；深成指上涨 0.48%或 43.21

点，报收 9009.68点；创业板上涨 1.21%或 19.11 点，报收 1555.77 点。 

热点分析： 

周四市场低开高走，热点板块涨跌互现。受英美两国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影响，

英美隔夜股市双双大跌，受此影响早盘 A 股各指数集体低开，在市场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经

济下行担忧情绪上升之际，具有防御属性且近期业绩预期向好的生物医药、黄金等板块早

盘有所表现。此外，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加快通道和物流设施建设，到

2025 年，一批重大铁路项目建成投产，主要公路瓶颈路段全面打通。受此政策消息提振，

西藏振兴板块表现抢眼。中国船舶披露调整后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国船舶、中船防务

双双封涨停，早盘带动军工板块强势回升。另外，中美贸易摩擦推动国产替代加速发展，

叠加华为按部就班推进各项发展计划，近期华为产业链概念板块、国产软件等板块个股表

现强势。从申万行业表现来看，电子、计算机、通信、医药生物及电气设备等板块领涨市

场，休闲服务、采掘、家电、农牧及有色金属等板块领跌。 

后市展望： 

消息方面，统计局公布中国7月一二线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整体环比分别上涨0.3%

及 0.7%。政府一再强调落实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目前房价涨幅总体仍较稳定。周四北向

资金净流入 1.38亿元，其中沪股通全天净流出 6.98 亿元，深股通全天净流入 8.36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8月以来，北上资金持续净流入深市。 

整体来看，周四市场低开高走，站上 2800 点。个股板块涨跌互现，TMT、西藏板块、

医药、电气设备等板块领涨，休闲服务、采掘、家电、农牧等板块领跌。近期由于美国长

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市场对经济疲软担忧情绪上升，同时对 9 月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有

所增强，利于扩大全球资金流动性空间。目前国内各项改革措施按部就班持续推进，外部

市场波动影响有所趋弱，预计市场有望逐步震荡企稳。操作上建议关注消费、TMT、金融、

基建、有色等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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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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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瑞医药 

（600276） 

8 月 15日 

（69.00） 
69.00 65.3 

未来公司将持续受益于创新药优先审评审批、医保招标

扶持、鼓励进口替代等政策红利。抗肿瘤药、麻醉药和

造影剂三大产品线贡献了公司的主要利润，且市场份额

均位于国内前 2名，为公司每年占营收 10%以上的研发

投入提供了有力保障。公司为中国典型的创新药龙头，

研发管线品种丰富，多个重磅品种陆续上市，竞争格局

良好，建议关注。 

用友网络 

（600588） 

8 月 15日 

（30.95） 
30.95 27.40 

随着用友 3.0战略全面铺开，公司正从企业软件龙头转

型为云计算“SaaS+PaaS”生态领导者。在云计算的大

潮下，我们认为公司各项云业务的持续推进，一方面将

为业绩增厚带来长足的驱动力；另一方面，亦有望进一

步推动用友云的生态繁荣，在“SaaS+PaaS”双领域抢

占先机。因此建议关注。 

华友钴业 

（603799） 

8 月 14日 

（26.90） 
26.53 24.50 低位震荡下跌，持股。 

深圳机场

（000089） 

8 月 13日 

（10.43） 
10.05 9.2 低位弱势震荡，下跌较多，谨慎持股。 

中信证券 

（600030） 

8 月 12日 

（21.34） 
21.20 19.15 低开高走，小幅上涨，持股。 

伊利股份 

（600887） 

8 月 12日 

（28.14） 
28.14 25.80 低开高走，小幅收跌，持股。 

中国人寿

（601628） 

8 月 9日 

（28.17） 
28.04 26 震荡上涨，形成长下影线，持股。 

平安银行

（000001） 

8 月 8日 

（14.38） 
14.94 13.5 震荡小幅收跌，成交量较低，持股。 

长城证券

（002939） 

8 月 6日 

（14.63） 
13.89 13 低开高走，小幅下跌，持股。 

中国软件

（600536） 

8 月 5日 

（50.4） 
55.77 46 放量涨停，持股。 

隆基股份 

（601012） 

7 月 31日 

（25.73） 
24.99 22.47 低开高走，形成中阳线，持股。 

http://www.hibor.com.cn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财富通每日策略 

3 

 

 

东莞证券宏观策略研究团队： 
 

符传岿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512110001 

电话：0769-22119463 

邮箱：fck@dgzq.com.cn 

 

岳佳杰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518110001 

电话：0769-22118627 

邮箱： yuejiajie@dgzq.com.cn 

 

研究助理：陈曦阳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118120002 

电话：0769-22119430 

邮箱：chenxiyang@dgzq.com.cn 

 

 

 

 

 

费小平 
SAC 执业证书编号： S0340518010002 

电话：0769-22111089 

邮箱：fxp@dgzq.com.cn 

 

研究助理：陈宏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118070048 

电话：0769-22118627 

邮箱：chenhong@dgzq.com.cn 

 

 

 

 

 

http://www.hibor.com.cn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财富通每日策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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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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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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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