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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投资

上证综指
-1.68%
收盘 2605.18 点
成交 1290.9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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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成指
-2.44%
收盘 7735.05 点
成交 1818.26 亿元

创业板指

沪深 300
-2.16%

-2.61%
收盘 1345.76 点
成交 569.05 亿元

收盘 3181.67 点
成交 956.7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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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出（-）

摩托车
供水供气
船舶制造
陶瓷行业

电子信息
生物制药
金融行业
化工行业

-0.10 亿元
-0.40 亿元
-0.43 亿元
-0.55 亿元

-31.83 亿元
-24.12 亿元
-21.41 亿元
-13.69 亿元

震荡筑底仍需更多时间
缺口的支撑，预计短期将在此区间内小幅波
动，在蓄势完成后再度冲击 2700点平台。创
业板指昨日跳空低开，先后跌破 5日和 20
1、数据显示，11月份北上资金沪股 日均线，最终收出阴线。目前上面面临 1400
通、深股通分别 净 流 入 325.36亿 元 、 点的压力，下面受到周一跳空缺口的支撑。
143.76亿元，两市合计净流入 469.12亿
钱坤投资： 昨日大盘低开低走，
5G、软
元，创 2018年 5月份以来新高，沪股通的 件板块跌幅居前。目前大盘还是在震荡反复
买入额更是创下年内最高，平均单日净流 过程中，昨日的回档虽然较深，但并没有补
入 15.64亿元，整个 11月仅有 6个交易日 掉下档缺口，可以看作是日 K线“四连阳”
呈现净流出状态。与 10月北上资金的净流 后的正常回撤。目前的震荡既可以看作是第
出相比，11月境外投资者大举加仓 A股。 3小浪的上攻，也可看做反弹行情的第 2浪
2、标普道琼斯指数在电邮公告中表 阶段、第 3小浪上攻还没有启动，但从大趋
示，它会将可以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机制进 势上看，后市大盘仍存在再度上行的可能。
行交易的合格中国 A股纳入其有新兴市 在操作上，建议投资者继续持股，或高抛低
场分类的全球基准指数。纳入将从 2019 吸，短线可继续关注周一缺口的支撑力度。
年 9月 23日市场开盘前生效。
容维证券： 上证综指昨日跳空下行，回
3、12月 3日，国寿资产公告称通过纾 补了周一跳空缺口的一部分。本周股指上攻
困专项产品举牌通威股份；12月 5日，华 60日均线再次无功而返，预计短线将继续下
夏人寿公告举牌上市公司凯撒旅游。10月 行寻找支撑。本周股市先涨后跌，上证综指在
以来，监管层密集发声，支持民企发展、纾 60日均线遇阻回落，并回补了一部分缺口，
解股权质押风险政策频出，险资入市政策 但市场风险尚未充分释放，券商、创投、5G、
也得以松绑。国寿、华夏两家公司先声夺 通信等前期热点题材板块均大幅调整，个股
人，险资进军二级市场有望再度活跃。
也跌多涨少，预计短期股指仍有下探需求，有
可能回补前期的跳空缺口。但从大趋势看，股
指不存在继续大幅下跌的空间，仍将以震荡
机构看市
筑底为主。操作上，耐心等待大盘企稳上涨，
A股三大股指昨日集体大跌。其中，上 等主流热点出现后再进场不迟。
证综指收盘下跌 1.68%，退守 2600点整数
天信投顾： 导致昨日股市下跌的两大
关口；两市合计成交 3109亿元。各行业板 主力分别是医药和通信，均受到不同的负
块几乎全线下跌；通讯板块领跌，仅黄金板 面消息导致。预计随着利空消息的消化，股
块逆市飘红。
市将会再度反弹。最近两个交易日，沪深股
巨景投顾： 上证综指昨日小幅低开，将
指虽然调整，但大的趋势仍是筑底，目前的
前几日的反弹成果几乎吞噬，市场情绪受到 调整不失是一个低吸的机会。上证综指上
重挫。上证综指昨日逐级震荡下行，全天无 方的强阻力位于 2703点，下方的强支撑位
明显反抗，终收阴线。目前上证综指上面面 于 2555点。短线继续控制好仓位，不追高，
临 2700点平台压力，下面受到 2600点和 待低点出现后再布局。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基本面背景

■操盘手日志

证券名称

今日出场：黎明

异动状况

操作价值分析

止损止盈点

全日成交量 2108万股，换手率 1.84% 成交量放大 1.23倍，医药主题，强势股补跌，短线谨慎
成交 000739普洛药业
异动 300213佳讯飞鸿
全日成交量 9533万股，换手率 24.71%成交量放大 3.12倍，短线超跌反弹，面临年线反压，差价操作
开盘 600818中路股份
集合竞价以 1995万股涨停开盘 开盘异动吸引买盘，冲高回落，差价操作
异动
300006莱美药业 集合竞价以 2441万股涨停开盘 开盘异动吸引买盘，冲高回落，差价操作
**601318中国平安△ 9:31出现单笔 232万股卖单
权重保险股，短线高位震荡整理，差价操作
***000063中兴通讯● 9:31出现单笔 384万股卖单
5G题材，受利空消息影响，短线回调，中线持股
***002281光迅科技 9:31出现单笔 25万股买单
5G题材，受利空消息影响，短线回调，中线持股
*002384东山精密 9:31出现单笔 84万股买单
5G题材，短线企稳反弹，中线持股
*
300037新宙邦
9:
32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锂电题材，短线企稳反弹，中线持股
盘 *600547山东黄金 9:32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贵金属题材，短线企稳反弹，持股
锂电题材，短线超跌反弹，关注年线反压，差价操作
中 *300014亿纬锂能 9:32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600498烽火通信 9:33连续出现 4万股买单
5G题材，受利空消息影响，短线回调，中线持股
大 ***002792通宇通讯
9:4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5G题材，短线企稳反弹，中线关注
单 **002371北方华创 9:41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半导体设备龙头，短线企稳反弹，中线持股
5G题材，短线补跌，转入高位震荡整理，差价操作
及 *002916深南电路 9:46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9:48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猪肉题材，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价 ***002157正邦科技
*002007华兰生物 9:5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生物医药题材，短线震荡上攻，中线持股
三元锂电题材，短线企稳反弹，持股
格 **300073当升科技 9:50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9:58连续出现 4万股买单
军民融合及芯片题材，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异 **002023海特高新
*300274阳光电源 10:07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光伏题材，短线企稳反弹，中线持股
动 *600489中金黄金 10:46连续出现 1万股买单
贵金属题材，短线维持反弹，关注年线反压，差价操作
300602飞荣达 11:03连续出现 1万股卖单
5G题材，短线补跌，维持高位震荡整理，谨慎持股
002218拓日新能 13:02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短线超跌反弹，面临年线反压，差价操作
600196复星医药 13:03连续出现 3万股买单
医药主题，短线震荡整理，差价操作
300003乐普医疗 13:03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医药主题，短线转入调整，观望
*600766园城黄金 13:11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黄金题材，短线维持反弹，差价操作
002463沪电股份 13:13连续出现 10万股卖单
5G题材，短线补跌，延续波段整理，短线谨慎
14:59连续出现 5万股卖单
短线企稳反弹，维持高位震荡整理，差价操作
收盘 600333长春燃气
异动 600521华海药业
14:59连续出现 2万股买单
受利好消息影响，短线企稳反弹，差价操作

止损位 8.20元
止损位 5.90元
止损位 12元
止损位 4.10元
止损位 61元
止损位 18.80元
止损位 24元
止损位 11元
止损位 23元
止损位 25元
止损位 13元
止盈位 30元
止损位 24元
止损位 40元
止盈位 80元
止损位 4.60元
止损位 36元
止损位 25元
止损位 8.50元
止损位 8元
止损位 7.50元
止盈位 36元
止损位 3元
止损位 27元
止损位 31元
止损位 7.50元
止损位 7元
止损位 6元
止损位 13.40元

该股在去年 10月 24日的盘中大单及价格异动篇中以“*”列出关注，并在今年 3月 29日、4月 24日、6月
14日、8月 16日作为星级股跟踪重点撰文介绍，在近一年多以来连续以“***”列出重点关注，自 9月初下调操作评级，但仍跟踪
至今。公司是国内半导体国家 O2专项设备领域龙头企业，产品体系丰富，涉及领域广泛，是一家高端半导体工业设备供应商，
主要产品包括等离子刻熔设备、物理汽相沉积设备、化学汽相沉积设备、氧化扩散设备和清洗设备等，基本涵盖半导体生产线
各关键工艺设备。目前国内半导体设备市场长期被国际巨头垄断，不利于中国信息产业的安全及高端制造业升级。公司在国家
的扶持下制造能力不断提升，28NM制造设备已进入生产线量产，14NM制程设备处于工艺验证阶段，公司目前担负关键设备
的国产替代重任。目前全球半导体行业处于高景气度，叠加国家战略推动半导体产业加速向中国转移，未来 3年全球规划建设
62个晶圆厂，其中有 26个晶圆厂将在中国建设，将为国产设备带来一波采购潮，预计未来 3年相关设备的潜在市场规模超过
2000亿元，公司将充分受益。2018年半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收同比增长 33.44%，净利润同比增长 81.99%。三季报显示，公司营
收同比增长 35.59%，净利润同比增长 110.12%；预计 2018年至 2020年每股收益可分别达到 0.53元、0.77元和 1.11元。该股作为
一只半导体设备题材股，股价自 9月初转入中期调整，近期在跌破年线后企稳反弹。在实战操作中，可关注 40元的支撑力度，中
线盘持股，大波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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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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
黑天鹅”突袭

通讯股和医药股成了“
砸夯机”
昨日，沪深股市低开低走，上证综指
的跌幅进一步扩大，最终以当日次低点报
收，再次退守 2600点关口。看来，短线 A
股仍然处在多事之秋。

讯设备类上市公司在未来两年的业绩成
长，并不一定非得指望国外市场才能生
存。其次，按照医保政策的导向，带量采购
政策的落地确定性很强，医药制造类企业
的盈利能力的确面临较大的压力，而且是
持续的，估值坐标的重构将不可避免，对
两大“黑天鹅”突袭
相关个股的股价表现也不宜抱有过高的
昨日股市大跌，主要是受到两大利空 期待。但是，对于创新药产业链以及上游
消息的影响。首先沪深股指在早盘双双大 的辅料药、管制药、体外诊断等相关细分
幅低开，通讯板块集体大幅下跌。其次，午 领域来说，成长空间仍然巨大，不会受到
后出现的关于“带量采购”的信息，直接引 任何负面影响，创新药产业链反而会因医
发医药股跳水，乐普医疗更是在午后直封 保政策的改变而受益，因为有实力的医药
跌停。医药行业带量采购政策落地后，医 制造企业将会加大研发新药的力度，相关
药板块的估值坐标将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仍值得期待，股价表
不少制药类医药企业将成为传统的产品 现也值得期待。
制造企业，医药板块的估值面临大幅下移
的压力。同时，医药板块的股东中机构林 分化孕育低吸机会
立，很容易引发机构资金竞相跑路，引发
抛售潮。
在短时间内，两大“黑天鹅”信息对 A
股的走势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
通讯板块有望在过度下跌之后震荡企稳；
市场反应有些过度
另一方面，医药板块仍将面临一定的调整
面对两大“黑天鹅”的突袭，投资者纷 压力，但不同的细分领域将会产生分化。
纷选择抢跑套现。但如果静下心来重估这 在操作上，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业绩成长
些信息，会发现这种选择不一定是最明智 趋势确定的通讯类个股，以及创新药、体
的。首先，对于 A股中的通讯类上市公司 外诊断、管制药等相关细分领域的医药
来说，集体跳水走势似乎已过度反应之嫌 股，这些个股有望在急跌后出现低吸建仓
疑。中国 5G市场较为庞大，足以支撑起通 的好机会。
金百临咨询 秦洪

广告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
智能储蓄助您实现财富增值
储蓄存款保本保息、保安全，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推出的“存本取息 +零存宝”
储蓄存款组合，年综合收益率为 5.4%，五年累计收益率可达 27%。该存款组合是
将 5年期存本取息储蓄存款（年利率 4.8%）与 5年期零存宝（年利率 4.8%）进行
链接组合。存本取息 1万元起存，按月返息，每月利息可直接返至零存宝账户。如
果急需用钱，存本取息可随时提前支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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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下表，欢迎惠顾！
举例：

“存本取息 + 零存宝”组合收益测算表

存本取息存入金额
1 万元

每月返至零存宝利息
40 元

组合存款到期利息≈
2700 元

5 万元
10 万元

200 元
400 元

13500 元
27000 元

注：上述表格中的“每月返至零存宝利息”是按照 30 天测算，仅供参考，最终以每
月实际天数计提付息。

服务电话：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建国门北大街 5 号）：85072237
中关村支行：62418618 国 贸 支 行 ： 58692708 亚运村支行：84100156
华威桥支行：87320018 阜成门支行：68039098 京广桥支行：57755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