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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投资

上证综指
-0.22%
收盘 2635.63 点
成交 1286.6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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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

沪深 300
-0.28%

-1.20%

-0.70%
收盘 7698.02 点
成交 1679.06 亿元

收盘 1329.59 点
成交 499.87 亿元

收盘 3212.77 点
成交 852.2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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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综合行业
农林牧渔
开发区
纺织行业

电子信息
电子器件
金融行业
有色金属

5.46 亿元
3.87 亿元
2.91 亿元
2.79 亿元

-31.53 亿元
-15.02 亿元
-11.30 亿元
-10.62 亿元

股指面临方向性选择
基本面背景

1、过去一个月，A股市场大幅波动，
但保险、证金、汇金、社保等各路主流资金
却在逆市申购上证 50、沪深 300、中证
100、创业板等多只 ETF，股票型 ETF在
10月 8日至 11月 7日期间的净申购规
模在 480亿元至 490亿元之间，股票型
ETF的规模也加速攀升，净申购的份额
和规模均创下史上最牛的一个月。
2、统计显示，919家中小板上市公司
中，已有 914家公司披露年度业绩预告，
其中，6649家公司预喜，占比达 72.43%。
中科新材、三特索道、天润数娱、川润股
份、濮耐股份等 5家预喜公司预计净利润
同比预增超过 10倍。
3、恒立实业昨日报收 7.36元，涨幅
10.01%，已连续 11个交易日拉升涨停。
昨日该股成交额 4.80亿元，换 手 率
15.48%。深交所向恒立实业下发关注函，
要求公司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说明相关
问题。资料显示，恒立实业主要从事汽车
空调的生产和销售。三季报显示，公司今
年 前 三 季 度 扭 亏 为 盈 ，实 现 净 利 润
108.97万 元 ， 但 扣 非 净 利 润 仍 亏 损
515.36万元。
机构看市

上证综指昨日高开低走，收盘小幅下
跌 0.22%，日 K线收出“四连阴”。成交量
延续低迷，两市合计仅成交 2966亿元。
各行业板块大多收跌，ST股逆市掀起涨
停潮。
巨景投顾：上证综指昨日延续小幅震
荡行情，日 K线围绕 5日均线波动，最终
收出小阴线。目前上证综指仍在 10日、
20日均线之上运行，继续维持“上证综指

短线将以区间震荡为主”的观点不变，短
线压力位于 2700点平台，支撑位于 2500
点平台。创业板指早盘小幅高开后逐步下
跌，也收出阴线，日 K线连续 4个交易日
处于 11月 2日的跳空缺口上方，说明该
缺口支撑力度较强；但上方面临 1400点
平台压力，预计短期将面临方向性选择，
稳健的投资者可等指数调整到 20日均线
附近再考虑低吸。
容维证券：上证综指在 2640点附近
已反复拉锯多日，60日均线迟迟未能突
破，给后市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对做多
资金的信心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目前
股指面临方向性选择，向上有望回补
2703点缺口，展开一轮估值修复性行
情；向下有希望形成二次探底，考验前低
的有效性。
源达投顾：上证综指昨日以震荡调整
为主，目前已连续第 5个交易日运行在
2630点至 2680点箱体区间。但反弹的道
路难以一帆风顺，目前量能进一步萎缩，
日线 MACD红柱并未持续放大，预计短
期股指将以震荡盘整为主。虽然盘中成交
量大幅萎缩，但北上资金却在大幅净流
入，可见外围资金对 A股的信心未减。大
盘中长期仍会企稳上行，但短线风险犹
存，操作上建议重个股、轻指数。
华讯投资：上证综指本周连续走出调
整行情，多次对 60日均线发起攻击，但均
告失败，最终在一个小箱体中震荡，犹豫
不决。在低估值的市场环境下，股指向下
的阻力巨大，但多头的信心又不足，市场
暂时进入一个短暂的平衡态势中。目前
股指运行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是选
择回到 2600点平台，尝试“先下蹲、后起
跳”的动作；要么缓慢调整以稳固筹码，
等待新利好的刺激来推动股指进行方向
性选择。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中信银行参展世界互联网大会
发布
“
环球一站通”出国金融服务平台
11月 6日，中信银行在世界互联网
大会上全新推出出国金融服务平台“环球
一站通”。该平台可以提供“全球签”21国
签证申请缴费、美国 EVUS服务以及在线
办理存款证明、交易流水等一站式综合出
国金融服务，在第五届互联网大会首次亮
相便引起众多关注。
一站通达 服务模式再升级
“环球一站通”在原有出国金融业务
的基础上，从服务内容、客户范围、服务渠
道、服务旅程、服务方式等方面营造了全
新的一站式服务生态。
平台为客户提供了“金融产品 +出国服
务+增值服务”的多样化、集成化服务。客户
可通过平台办理存款证明、结售汇、跨境汇
款、外币理财等金融业务，也可通过平台办理
21国签证申请、缴费，美国 EVUS自助办理
等出国业务，同时有机会获得特价机票、境外
租车等优惠权益。客户可以通过中信银行门
户、微信银行、手机银行、微信小程序获取“环
球一站通”线上服务，多渠道直达服务平台。
温暖随行 服务品质再升级
“环球一站通”平台为进一步提升客
户体验，提出了权威保障更安心、多重审
核更放心、专业服务更贴心、一站直达更
舒心的“四心”服务宣言，这也是平台对客
户的郑重承诺。
“四心”即安心、放心、贴心、舒心，具体

表现在平台以银行信誉为背书、以使馆授权
为保障、以银行安全防控为基础，为客户提
供安心服务；平台建立服务审核标准、全流
程服务规范、用智能风控保障客户信息、账
户资产安全、为客户提供放心服务；平台甄
选优质消费权益、全球资产配置产品、专业
留学指导，为客户提供多维贴心礼遇；平台
提供全渠道服务、全流程快捷办理，为客户
提供便捷一站式舒心服务。
开放共赢 服务生态再升级
平台联合合作伙伴不断打造金融 +非
金融产品服务的组合、创新，与合作平台联
动构建多维服务场景，实现更加广泛的联动
获客 +联合经营。在数据层面，平台通过与
合作伙伴的联通，打造精准营销，构建高效、
低成本获客 +经营模式。在合作伙伴的选
择上，平台严格准入机制、建立了标准化管
理，与众多优质合作伙伴一起，建立高效的
资源配置管理，开展强势品牌联合，推动产
业发展，打造线上可信联合经营生态圈。
在第五届互联网大会期间，中信银行
向每天前 10000名通过平台办理签证业
务的客户，提供 30元优惠活动，部分幸运
客户可获得一次“全球签”21国中任意一
（余文）
国签证全免费服务。

今日出场：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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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价值分析

止损止盈点

600128弘业股份 全日成交量2393万股，换手率9.70% 成交量放大9.51倍，连续反弹后高位放量，减仓
000532华金资本 全日成交量5197万股，换手率15.13%成交量放大15.44倍，连续反弹后高位放量，减仓
002420毅昌股份 集合竞价以88万股高开9.88% 突破60日均线压力，短线继续持股
300464星徽精密 集合竞价以27万股高开10.01% 突破60日均线压力，短线继续持股
600689上海三毛 9:30连续出现20万股买单
强势反弹，成交量异常放大，谨慎持股
603879永悦科技 9:30连续出现20万股买单
技术性反弹，短线持股
600232金银股份 9:30连续出现60万股买单
技术性反弹，短线持股
002289宇顺电子 9:30连续出现7万股买单
技术性反弹，成交量不足，维持观望
002796世嘉科技 9:30连续出现3万股买单
大波段震荡，短线高抛，回调后关注
002112三变科技 9:32连续出现10万股买单
震荡筑底阶段，继续跟踪
*000691亚太实业 9:32连续出现7万股买单
放量推高，增量资金入场迹象明显，密切跟踪
002622融钰集团 9:32连续出现30万股买单
筑底阶段，继续观察
300501海顺新材 9:34连续出现3万股买单
二次反抽，受阻于60日均线，有继续调整需要，谨慎持股
000518四环生物 9:40连续出现5万股买单
技术性反弹，成交量不足，维持观望
603389亚振家居 9:40连续出现6万股买单
反弹走势，股价初步企稳，继续观察
603269海欧股份 9:49连续出现2万股买单
技术性反弹，成交量不足，维持观望
600186莲花健康 9:55连续出现100万股买单
技术性反弹，成交量不足，维持观望
603499翔港科技 10:03连续出现5万股买单
反弹走势，涨停封盘不足，谨慎持股
***000968蓝焰控股 10:13连续出现2万股买单
燃气板行业，受益于天然气高景气度，中线关注
**600467好当家 10:32连续出现20万股买单
二次反弹，突破前高，双底形态，中线关注
600601方正科技 13:01连续出现20万股买单
反弹行情，突破60日均线，短线持股
600653申华控股 13:05连续出现100万股买单
反弹行情，突破60日均线，短线持股
000925众合科技 13:20连续出现20万股买单
反弹行情，前期蓄势充分，短线继续持股
603099长白山 14:56连续出现7万股买单
反弹走势，成交量不足，冲高后减仓
002757南兴装备 14:53连续出现1万股买单
脉冲式反弹，盘底阶段，继续观察

止损位8.80元
止损位11.80元
止损位3.70元
止损位7.50元
止损位11.20元
止损位10元
止损位5.50元
止损位5.90元
止损位27.50元
止损位7元
止损位3.80元
止损位3.30元
止损位17.20元
止损位3.70元
止损位8.60元
止损位16元
止损位2元
止损位22.20元
止损位12元
止损位2.60元
止损位2.70元
止损位2.05元
止损位5.15元
止损位9.50元
止损位29元

该股在 11月 8日的本栏目中加“**”列出关注。公司是国内锂深加工行业的龙头企业，长期从事深加工锂
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国内锂行业唯一实现全产品链竞争的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新药品及新材料领域。此外，公
司还是全球唯一同时具备矿石提锂、卤水提锂、回收提锂等三种原材料应用的企业。受益于下游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景气度攀升，
上游的锂电池材料需求激增。公司在 2012年至 2013年先后斩获国际锂业旗下的 Blackstairs矿山项目 51%的权益以及阿根廷
Mariana盐湖 80%的权益，并于 2014年与国际锂业合资共同开发 Blackstairs项目。今年上半年，公司的 2万吨氢氧化锂项目投产；
1.75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也进展顺利，将于 2018年第四季度投产；9月底，公司通过《建设 2.5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钠的议案》，
该项目预计在 2020年建成投产。今年 8月，公司与 LG化学签订《供货合同》，9月再次签订《供货合同之补充合同》，未来 7年将
向对方销售锂盐 92600吨。公司还与特斯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 3年每年将向对方销售公司年产能 20%的电池级氢氧化
锂。公司与宝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 5年将向宝马指定的供应商供应锂化工产品。公司通过与多家优质国际大客户深度
绑定，有效保证了未来锂盐产品的稳定销售。电池级碳酸锂的价格目前已从高位深幅调整，初步探底企稳，鉴于新能源汽车发展
仍处于高景气周期，公司作为国际锂资源的龙头企业将长期受益。目前该股股价已初步企稳，可关注 20元至 22元区域的支撑
力度，予以中长线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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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栏目将经过一段时间看盘跟踪的异动股票使用关注度评定“觹”级列出，供参考。 上证 ５０ 指数股△，深证 １００ 指数股●。

本版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操作凭据，风险自担
■公告快递

元成股份：中标改造回迁安置项目

元成股份（603388）今日发布中标
公告称，公司于 11月 8日收到《白水县
史官镇镇区改造回迁安置建设项目
EPC总承包》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
为该项目的中标人。
公司发布的公告称，此次中标的项
目为“白水县史官镇镇区改造回迁安置
建设项目 EPC总承包项目”，备案号为
ZXZB-2018-031，项目实施机构为白
水县史官镇人民政府。该项目的内容包
括史官镇镇政府、史官村回迁安置小区
及相关基础设施等，项目总投资暂定
19297.96万元，工期 18个月。不过，项

目的最终中标金额、项目履行条款等将
以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表示，在本次收到中标通知书
后，如果后续能顺利签订正式合同并开
展设计、施工等，将对公司的主营业务
和经营业绩起到积极作用。
最新业绩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元成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7.78亿元，
同比增长 52.65%；实现净利润 8527万
元，同比增长 55.52%；每股收益 0.41
元。截至昨日收盘，该股股价报收
10.13元，动态市盈率为 24.71倍。
北京晨报记者 汪世军

广告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
“
存本取息 + 零存宝”储蓄存款倍受青睐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推出“存本取息 +零存宝”储蓄套餐，年综合收益率达 5.4%。储
蓄存款保本保息、保安全，该储蓄套餐包含存本取息和零存宝两款储种，其中存本取息
1万元起存，5年期年利率 4.8%，按月返息。零存宝 5年期年利率 4.8%，若将存本取息
每月利息直接返至零存宝账户，则可实现年综合收益率 5.4%，五年累计收益率达
27%。若将存本取息每月利息返至活期账户，可随时支用。存本取息储蓄存款可随时提
前支取，按照存入日我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靠档计息（减去此前已付利息）。欢迎您到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办理。

服务电话：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建国门北大街 5 号）：8507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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