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三早盘， 沪指小幅低开后维

持窄幅震荡走势，午后冲高回落，创

业板指高开后冲高回落， 午后震荡

下行， 上证 50 指数低开后震荡上

行，午后遇阻回落，小幅收阳。 收盘

时， 沪指小幅翻红， 创业板指跌近

1% ，沪指小幅缩量，创业板指较前一

日放量。

从盘面上看， 早盘安凯客车大

幅杀跌， 导致新能源汽车股集体走

弱，京威股份打开涨停后回封，但未

能带动板块扭转颓势； 受中通国脉

大幅杀跌影响，5G 板块陷入低迷；

次新股龙头恒银金融一字板开盘被

砸开，次新股板块再度低迷；医疗器

械板块大幅分化， 仅有龙头乐心医

疗和九安医疗封板， 其余个股悉数

回落；海南板块盘中异动，罗牛山、

珠江控股等直线拉升封板， 但随后

被砸开；白酒板块延续强势，金种子

酒涨停被砸， 贵州茅台再创历史新

高；万安科技封板，带动无人驾驶板

块大幅反弹。 韵达股份大幅拉升，带

动物流股走强；甘肃电投封板后，带

动电力股走强。 午后，麦趣尔拉升至

涨停，试图带动高送转突围，但未能

成功；中科信息封死跌停，带动高位

的次新股集体回落， 但昨日开板的

原尚股份独立封死 2 板， 音飞储存

涨停，带动物流股大涨。

技术上，沪市大盘 30分钟图上的

M A C D 指标出现顶背离现象和 K D J

指标线死叉， 发出了对应级别回落

休整的信号， 本周一长阴堆积的套

牢盘会抑制股指上冲的动能；触及 3

日均线的股指有靠近 5 日均线的欲

望。

后市研判， 我们认为大盘洗盘不

彻底， 股指或将通过震荡方式以消

化上方的套牢盘， 然后再度反弹收

复 3400点。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袁兴春

开盘：3381.49点 最高：3395.78点

最低：3379.16点 收盘：3388.28点

涨跌：5.30点（0.16%）

成交：2312亿元

开盘：1918.35点 最高：1924.00点

最低：1899.96点 收盘：1901.55点

涨跌：-15.91点（-0.83%）

成交：1035亿元

开盘：7692.20点 最高：7741.85点

最低：7668.04点 收盘：7728.69点

涨跌：33.79点（0.44%）

成交：1413亿元

开盘：11319.46点 最高：11344.59点

最低：11285.92点 收盘：11312.50点

涨跌：-17.02点（-0.15%）

成交：3373亿元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 中小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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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洗盘不彻底，震荡蓄势是主基调

沪指微涨 创指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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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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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聚焦

【解析】

日前通用汽车宣布收购激光雷达公

司 Strobe。 通用认为 Strobe解决了激光雷

达的成本问题，Strobe将整个传感器整合

到了单个芯片上，可以将单个激光雷达的

成本降低 99% 。

3D 激光雷达是无人驾驶的核心技术

之一，被视为现阶段实现无人驾驶最有效

的路径。 目前，谷歌、百度等主流无人驾驶

汽车研发企业，都选择激光雷达这一技术

路径。 激光雷达成本若大幅下降，意味着

向自动驾驶的时代走出了一大步。 无人驾

驶渐行渐近，率先布局的公司有望迎来爆

发。

【影响个股】

万安科技 亚太股份 四维图新

通用汽车收购激光雷达公司 Strobe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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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基因计算方案将发布

【解析】

在 11日召开的阿里云栖大会上，“基

因计算专场” 专场引人关注。 基因测序以

及以此为基础的精准医疗在过去一年内飞

速发展，测序成本不断下降。 同时，在阿里

云的帮助下， 基因行业的数据存储和计算

成本都在飞速下降， 让基因测序距离普惠

科技更近一步。

云计算正在成为生物医学界的 “宠

儿” 。 打造基因组大数据，相当于建立了一

个中国人基因版的《本草纲目》，将记载中

国人群最核心的基因信息、生命信息，为中

国人群重大疾病的预测、预防、诊断和治疗

奠定基础。

【影响个股】

荣之联 远方信息 迪安诊断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周三早间，白酒板块继续发力上

涨。 贵州茅台更是高歌猛进，连续刷

新历史新高，当日早盘，贵州茅台股

价最高摸至 551.25元，按盘中最高价

计算， 茅台市值已达到 6884 亿元人

民币，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酒制造企

业。

收盘时， 贵州茅台报 545.54元，

涨幅为 1.01% 。

招商证券在最新研报中称，贵州

茅台三季度发货量同比增长 40% 以

上， 叠加产品升级及系列酒因素，收

入增速有望更快，同时公司运用云商

平台等手段， 成功平抑终端价格，化

解公司最大风险。无论是短期报表的

增速，还是未来良性发展，都再超市

场预期。 展望来年，春节后提价概率

提升， 可看公司量价齐升， 上调

2017/2018年 EPS 至 17.93 元 /23.65

元，目标价 640元。 综合

市值逼近 6900亿元

贵州茅台股价再创新高

市值已达到 6884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酒制造企业

贵州茅台日 K线图

据 Wind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两市融资余额为 9882 亿

元， 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67 亿

元； 两市融券余额为 43.56 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0.11 亿

元。

板块方面， 资金净流入前

5 的板块是非银金融 （净流入

10.6 亿元， 增幅 1.3%）、 电子

（净 流 入 9.7 亿 元 ， 增 幅

1.6%）、医药生物（净流入 8.1

亿元，增幅 1.5%）、计算机（净

流入 6.3 亿元，增幅 1.2%）、通

信 （净流入 5.2 亿元， 增幅

1.6%）， 仅电气设备一个板块

出现净流出， 流出金额约 0.8

亿元， 连续 2 个交易日仅一个

板块出现资金小幅流出， 显示

空头势力较弱。

长假过后， 两融余额重拾

升势， 热门板块流入金额保持

较大规模， 说明市场资金对后

市保持乐观。市场人气恢复、赚

钱效应凸显、风险偏好上升，操

作上留意有炒作热度的概念品

种带来的交易性机会。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段平剑

金利科技（002464）10

日收于 35.50 元，11 日开盘报

价 39.05 元，开盘即涨停，此后

打开涨停板，但波动了不到半

小时再次封板， 随后未再开

板， 收于 39.05 元， 涨幅为

10.00%。

解析：《绝地求生》 的开

发 商 蓝 洞 的 CEO� Chang�

Byung-gyu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确认腾讯代理 《绝地求生》。

据悉，腾讯斥资约 4.05 亿人民

币购得蓝洞约 5%的股份。

绰号“吃鸡” 的 PC 游戏

《绝地求生》火爆全球。 国庆

期间，该游戏服务器因用户过

多而多次崩溃。据 SteamSpy周

销售排名统计显示，《绝地求

生》成功三十连冠。 该游戏在

顶级在线游戏平台 Steam 上最

高同时在线玩家数量已近 200

万。 作为一款付费游戏（人民

币售价为 98 元 / 份），《绝地

求生》 目前已销售超过 1300

万份。 其中中国玩家已占据游

戏总玩家数的 41.62%，稳居第

一。

基本面上，2015 年 7 月，

金利科技公告称，拟以约 21 亿

元购买 MMOGA 之 100%股

权。MMOGA为欧洲最大的游

戏注册码及虚拟物品垂直电商

平台，通过本次交易，其将实现

由传统制造业向互联网企业的

转型。金利科技为《绝地求生》

提供授权、 注册码及游戏虚拟

物品等相关交易服务， 其已在

其平台上添加了“绝地求生”

等多款热门大型游戏。

金利科技昨日放量涨停，

后市可关注，但不建议追高，谨

防炒作，理性入市。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何文雨

国庆节过后， 持币的投资者又

开始寻找目标了。 但从近期的市场

情况来看，热点板块快速轮换，赚钱

效应递减，投资者该如何寻找机会？

今晚，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继续举办赢家大讲堂， 该营业部的

投资顾问袁兴春将与你聊一聊———

怎样从多头排列走势中找牛股。 投

资者可到飞山街祥源大厦 A 栋三楼

免费听课。

异动解析

融资多头加码非银金融

腾讯代理《绝地求生》

金利科技闻声涨停

两融观察

赢家大讲堂与你聊选股思路

近日，多家券商陆续发布四季度投资

策略研报， 对 A 股未来走势进行预测，并

对投资配置进行分析。

总体来看，多家券商纷纷对市场持乐

观态度，预计四季度 A 股市场持震荡上行

趋势。 东方证券预计，四季度上证指数波

动区间在 3500点 - 3700点。

行业配置方面， 东方财富证券认为，

从估值角度出发，建议关注低估值高分红

品种，银行仍是首选；从盈利角度出发，建

议关注受监管压力较小的涨价题材，如造

纸板块；政策驱动角度，建议关注国企混

改、雄安新区、一带一路等题材；成长角度，

建议关注 5G 、人工智能、新能源车。

据《证券日报》

东方证券

看好四季度股市

预计上证指数波动区间在

3500点 -3700点

■券商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