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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指数跌幅超过 1%

沪深股市又遭重挫

受亚太股市开盘集体大跌影

响，沪深股指昨日早间大幅低开，

沪指直接失守 2800点。 午后创业

板指、深成指一度跌超

3%

，

大部分

板块飘绿。 截止收盘， 沪指大跌

1.76

%

，

创业板指大跌 1.8

8%

。

盘面上， 特斯拉板块逆势走

强，长盛轴承、文灿股份、科达利、

五洲新春、常铝股份等涨停。 农业

股午后拉升， 龙头仙坛股份封涨

停。 宁德时代概念逆势走强，宁德

时代涨 6

%

，

创新高，天华超净 4连

板。 次新股分化，绿色动力 2连板

创新高，福达合金 5连板后跌停。

技术上，沪市 60 分钟图上的

MACD

指标红色柱缩短与

KDJ

指标线死叉向下发散运行， 显示

对应级别的调整风险暂未彻底解

除，收在 60 分钟图布林带中轨附

近的股指有靠近下轨道线的欲

望。 不过，60 分钟图上

MACD

指

标运行在 0 轴之下构筑圆弧底形

态，在为反弹重新蓄积冲高能量；

4 日均线（2791 点）和 3 日均线

（2806 点）暂时呈向上运行趋势，

对下方的股指构成牵引。

后市研判

我们认为， 股指回落调整以

后， 会向上反弹回补昨天早盘低

开的缺口。

策略上，以控制仓位为主，不

放量就不轻易抄底， 防止机构诱

多出货。

操作上， 大盘没有回补周一

高开缺口之前的反弹， 不能在盘

中追涨， 股指回补缺口以后再度

杀跌的幅度越大越可以低吸，但

只是短线快进快出。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袁兴春

热点事件聚焦

【解析】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微信平台“上

海发布”报道，上海市政府和特斯拉签

署合作备忘录。 特斯拉将在临港地区

独资建设集研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

一体的超级工厂，规划年生产 50 万辆

纯电动整车， 成为上海有史以来最大

的外资制造业项目。

特斯拉品牌在全球市场均具有非

常强的号召力，其

Model 3

发布后，全

球订单近 50 万辆，但目前周产能仅约

2000 辆。 如果特斯拉国产化

Model 3

车型，可以快速打开国内市场。 特斯拉

国产化后， 已进入特斯拉产业链的公

司将率先受益。

【影响个股】

旭升股份 三花智控 文灿股份

特斯拉超级工厂将落户上海

事件

宝马加入百度自动驾驶平台

【解析】

近日， 百度与宝马集团宣布签署

谅解备忘录， 宝马集团将作为理事会

成员， 加入百度面向汽车行业及自动

驾驶领域的阿波罗 （

Apollo

） 开放平

台， 双方将一起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

带来安全、便捷和智能的出行体验。宝

马是最早开展自动驾驶技术的国际汽

车厂商之一，已在中国完成 20 万公里

的模拟道路测试和近 3 万公里的实际

道路测试。

百度从去年 4 月开始

Apollo

项

目， 今年 7 月 4 日即发布了全球首款

量产的

Level 4

级自动驾驶巴士。自动

驾驶渗透率有望在未来几年快速提

升，地图、雷达、惯导等关键零部件迎

来发展机遇。

【影响个股】

四维图新 星网宇达 中海达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事件

阿里牵手德国西门子

【解析】

日前， 阿里云与西门子在德国柏

林签署合作备忘录， 共同推进中国工

业物联网的发展。协议签署后，两家公

司将立即展开合作，并计划于 2019 年

推出部署于阿里云的

MindSphere

平

台。

此次合作标志着阿里云全球实现

数字化转型又迈出一步。 数据显示，

2017年全球物联网连接数为 87亿，个

人用户连接数为 80 亿， 预计 2020 年

物连接将达到 500 亿，2025 年物连接

将达到 1000亿。伴随

NB-IoT

技术标

准上升为国家级战略规划， 各垂直行

业应用不断成熟，2018 年

NB-IoT

产

业将迎来爆发。

【影响个股】

广和通 智光电气 华胜天成

事件

频获大股东增持

7月 9日，太平洋证券公告称，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嘉裕投资有

限公司拟在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

月内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增持

价格不高于 3.50 元 / 股， 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不低于总股本的 1

%

，

不高于总股本的 5

%

。

7 月 3 日， 华泰证券也公告

称， 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省国信

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当天已在

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25 万股。

国信集团拟在未来 6 个月内增持

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为

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0.069

8%

（

500

万股
）

、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

0.4

%

，

以上比例均含本次已增持

股份。

更早前，5 月 31 日，山西证券

公告称，控股股东山西金控通过二

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104.09 万

股，并计划自本次增持之日起 6 个

月内合计增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00 万股， 增持目的在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

数据显示， 截至 7 月 10 日收

盘时， 今年以来， 华泰证券下跌

14.89

%

，

山西证券下跌 25.90

%

，

太

平洋下跌 34.85

%

，

申万券商行业

指数下降 22.78

%

。

行业集中度提升

经过连续调整，分析人士普遍

认为， 券商板块目前估值处于低

位。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在当前时

点， 券商指数估值回落至 1.27 倍

PB(LF)

的历史底部位置，龙头券商

PB(LF)

在 0.9 倍 -1.3 倍的低位徘

徊，向上空间大于向下风险。 在多

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金融业对外开

放和服务创新经济的政策引导下，

行业自上而下的创新有望贯穿全

年，风控完善的龙头券商将优先享

受政策红利。

中信证券表示，券商股具有强

β 属性，不管是从十年的长周期，

还是从两年的短周期来看，券商板

块最佳投资时点均在市场行情启

动初期。 找到价值底线，控制板块

的回撤幅度，能让左侧投资策略增

加安全边际。从穿越牛熊的周期来

看，扣除分红和再融资影响，大券

商仍然保持了 13

%-18%

的净资产

增长率，1.4 倍左右

PB

估值有安

全边际。

据《中国证券报》

近日， 太平洋证券和华泰证券相继公告称获得股东增持。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时点，券商板块估值处于低位，龙头券商已

经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大股东力挺，接连获得增持

券商板块

已具有一定投资价值

开盘：1562.59点 最高：1577.17点

最低：1540.70点 收盘：1563.01点

涨跌：-29.97点（-1.88%）

成交：796亿元

创业板指

开盘：6258.27点 最高：6328.06点

最低：6192.86点 收盘：6286.93点

涨跌：-102.83点（-1.61%）

成交：782亿元

中小板指

开盘：2780.70点 最高：2794.36点

最低：2752.44点 收盘：2777.77点

涨跌：-49.85（-1.76%）

成交：1383亿元

开盘：9024.72点 最高：9092.88点

最低：8916.98点 收盘：9023.82点

涨跌：-181.61点（-1.97%）

成交：2028亿元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 ▲▲▲

小米集团在港交所挂牌上

市首日即遭破发之后，股价迎来

“先破后立” ， 截至 10 日收盘，

上涨 13.1 个百分点， 报收 19

元。

分析人士指出，小米集团的

大幅反弹则彰显出市场对其依

然报以信心，进一步反映出投资

者对于小米集团内在价值的肯

定，在此助推下，A 股市场小米产

业链相关的上市公司也有望迎

来发展良机。

机构评级方面， 近 30 内共

有 25 只小米概念股受到机构推

荐，其中，视源股份(4 家)、蓝思

科技(3 家)、水晶光电(3 家)、开

润股份(3 家)等 4 只个股均受到

3 家及 3 家以上机构给予 “买

入”或“增持” 等推荐评级。

据《证券日报》

小米股价“先破后立”

机构推荐 4只概念股

神马股份（600810）11 日开

盘报价 16.03 元， 尾盘强势封涨

停板 ， 报 17.25 元 ， 涨幅为

10.01

%

。

解析：消息面上，神马股份公

告称， 预计今年上半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3.29 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 655

%

左右，扣非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

75

3%

左右。

基本面上， 神马股份主要生

产经营地毯用丝， 是亚洲最大的

帘子布生产基地。

二级市场上， 神马股份近一

年涨停 5次。技术上看，目前中长

期走势仍不明朗， 尚待做出方向

选择，谨慎观望为宜。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周熹蹊

异动解析

业绩预增 神马股份封涨停

截至 7 月 10 日收盘， 两市

目前有 30 家 ST 公司公布了中

期业绩预告，预喜比例为三成。

从中期业绩预告来看，*ST

钒钛、*ST 天化、*ST 佳电以及

*ST 东南等公司主营业务有所改

善，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

多位私募人士表示，在退市

常态化、投资者看重上市公司基

本面的市场环境下，ST 股的炒作

风险越来越高。 此外，新股发行

顺畅，进而导致壳资源尤其是资

产质地不佳的 ST 股壳价值逐渐

丧失，炒作热情越来越淡，这成

为今年以来 ST 板块表现持续疲

弱的重要原因。 多家基金已大幅

下调持有的 ST个股估值。

据《中国证券报》

30家 ST 公司公布业绩预告，三成中期业绩预喜

私募表示 壳价值逐渐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