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0 日———8 月 24 日，在市场地量震荡之际，北上资金逆势加仓，净流入 115.57 亿

元。 从沪股通和深股通的十大活跃成交股统计来看，北上资金活跃于消费白马股和金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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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

号乙运载火箭 （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

“一箭双星” 方式成功发射第三十五、三

十六颗北斗导航卫星， 两颗卫星属于中

圆地球轨道卫星， 也是我国北斗三号全

球系统第十一、 十二颗组网卫星。 按规

划，到 2018 年底，我国将发射 18 颗北斗

三号工程组网卫星，覆盖“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到 2020 年左右，完成 30 多颗组

网卫星发射，实现全球服务能力。

北斗三号性能在北斗二号的基础

上，提升了 1 至 2 倍的定位精度，建成后

的北斗全球导航系统将为民用用户免费

提供约 10 米精度的定位服务、0.2 米 /

秒的测速服务。长期看，北斗将逐渐与其

他技术实现融合， 催生大众消费领域中

新的商业模式，如应用于车联网等领域，

并最终将成就千亿级的市场。

【影响个股】

振芯科技 海格通信 北斗星通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北斗三号系统全球组网加速

事件

开盘：1455.66点 最高：1495.68点

最低：1454.28点 收盘：1493.43点

涨跌：43.34点（2.99%）

成交：558亿元

创业板指

开盘：5867.86点 最高：6025.33点

最低：5867.86点 收盘：6020.96点

涨跌：169.05点（2.89%）

成交：711亿元

中小板指

开盘：2736.32点 最高：2780.90点

最低：2736.32点 收盘：2780.90点

涨跌：51.47点（1.89%）

成交：1414亿元

深证成指

三连阳 沪指大涨近 2%

分析师：中级反弹或开启

热点事件聚焦

【解析】

2018 年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于近

日举行， 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等三

部门在论坛期间发布了《中国天然气发

展报告 （2018）》 白皮书。 报告预计，

2018 年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同比增

长 13.5

%

，

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中的占比将从 2017 年的 7.3

%

增至
2020

年的接近
10%

。

“三桶油” 的勘探开发资本支出自

2014年起连续三年下滑，2017 年触底回

升，增长约 1

5%

。

根据 2018 年资本支出

计划， 今年的勘探开发资本支出将进一

步增长 1

8%

至
22%

。

本月以来“三桶油”

纷纷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提升国内油气

勘探开发力度， 努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等工作。 上游投资增加促使油服和工程

类公司有望最先受益。

【影响个股】

杰瑞股份 通源石油 蓝焰控股

我国天然气消费持续增长

事件

5G频谱资源方案发布在即

【解析】

日前举行的 2018 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上，中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

表示， 计划今年 9 月将正式发布 5G 频

谱资源的最终许可方案，频段的分配不

会考虑“拍卖” 模式，而是延续指派制

度。 此次博览会还发布了中国 5G 技术

研究试验第三阶段的第二批规范，重点

针对已在今年 6 月份冻结标准、并在今

年第三季度展开的 5G 独立组网（SA）

测试而设计。

频谱资源方案的发布将助推 5G 网

络建设，万亿级投资即将开启。 5G网络

频率升高，基站数量超过 4G,同时 5G基

站天线产业链重构，拉动射频器件需求

量和单体价值量双重提升，核心器件国

产化替代也步入加速期。

【影响个股】

飞荣达 亨通光电 通宇通讯

上证综指

开盘：8511.37点 最高：8728.56点

最低：8511.37点 收盘：8728.56点

涨跌：243.82点（2.87%）

成交：1818亿元

事件

▲ ▲

▲

周一， 沪深股指小幅高开，随

后集体走强。 午后股指进一步走

强， 创业板指一度大涨

3%

， 收盘

时，两市明显放量，沪指日

K

线三
连阳

。

盘面上，

5G

频谱分配方案有
望

9

月落地
，

5G

板块掀涨停潮，吴

通控股、金信诺、剑桥科技、中际旭

创、东山精密、共进股份等强势涨

停；半导体板块大幅走强，沪电股

份、时运电路涨停，纳斯达、崇达技

术一度封板； 高送转板块再度活

跃，山东矿机、帝欧家居涨停，熙菱

信息三连板

；

ST

板块强势未改。

技术上， 沪市日线图上的

MACD

指标线与
KDJ

指标线出现

金叉共振状态，显示短线反弹还有

上冲动能； 收在

21

日均线
（

2759

点
）

之上的股指有冲击
34

日均线
（

2788

点
）

和
55

日均线
的欲望。 不

过，

34

日均线和
55

日
均线逐渐下

移对反弹的股指构成压制；分钟图

上的技术指标出现短线超买现象，

提前发出了回落休整的信号。

后市研判

我们认为，大盘惯性上冲以后

回杀洗盘。股指震荡休整以后向上

回补 8 月 2 日早盘低开的缺口

（2780.96点）。

投资策略

中短期， 政策底 + 估值底 +

流动性底已显现，盈利底 +市场底

仍需时间。

第一、政策底部显现。 以货币

政策（“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 修

改为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

财政政策（中央强调基建补短板，

1.3 万亿地方债配套政策）、 监管

政策（资管新规细则，较市场预期

更为宽松）等政策纷纷出现改善，

底部显现。

第二、估值底部显现。 目前 A

股 PB 为 1.62 倍，PE14.84 倍，分别

位于 2000 年以来的第二低和第三

低，PB 比 2013 年 6 月高，PE 比

2013年 6月和 2008年 10月高。

第三、流动性底部显现。 无论

是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回购等

利率表现，我们都较为清晰的看到

流动性较为紧张的局面已经过去。

第四、盈利底部仍需时间。 本

轮 A 股盈利高点出现在 2016Q4，

历史数据表明，A 股盈利周期一般

经历 6-8个季度。 同时，由于地产

管控、消费增速下滑、进出口受贸

易摩擦影响等因素扰动，经济整体

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盈利底部和市

场底部还需时间耐心等待。

操作上， 股指站上 34 日均线

再度拉升的幅度越大越可以短线

高抛， 但是在没有冲击 34 日线之

前回踩 21日均线，要低吸为主。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袁兴春

▲

财富加油站

昨 天 A14

版刊登的贵阳银

行理财产品有

误， 以今日刊登

表格内容为准。

具体咨询贵阳银

行各营业网点及

客 户 热 线 ：

40011-96033。

银行 产品名称 起售金额 产品性质 期限（天） 预期收益率 销售时间

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

沪深两市共有 76 家公司披露了

上周(8 月 20 日至 8 月 24 日)的

机构调研记录。其中，外资在上周

表现活跃， 集中调研了多家 A 股

科技类上市公司。

汇川技术在上周共计接待了

323 家机构调研， 成为最受机构

关注的上市公司， 参与调研的机

构包括德意志银行、 花旗环球金

融和摩根大通银行等多家

QFII

。

歌尔股份在上周接待了 217

家机构调研，摩根士丹利公司、新

加坡政府投资和瑞士瑞信银行等

大量外资机构参与此次调研。

利亚德在上周接待了 94 家

机构调研， 其中包括国泰证券投

资信托、 毕盛资产管理和复华证

券投资信托等多家

QFII

。

工业富联上周接待了 72 家

机构调研， 其中包括普信投资公

司、新光人寿保险等多家

QFII

。

大族激光在上周接待了贝莱

德集团、 瑞士联合银行等 6 家机

构调研。 据《上海证券报》

外资机构集中

调研科技类公司

红星发展今日发布定增预

案， 拟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红星

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 募资不超过 4.6

亿元。

据预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数量不超过 5960.9 万股，其

中红星集团承诺认购金额不低于

本次募资上限的 60

%

。

据公告， 若红星集团以现金

按不低于本次募资上限的

60%

参
与本次定增认购，则发行完成后，

红星集团的持股比例将较目前的

35.25%有所提升， 导致其触发要

约收购义务。 对此，红星发展称，

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红星集团免于发出收购要

约。

预案显示， 红星发展本次定

增募资主要用于公司及子公司大

龙锰业生产线改扩建项目， 分别

为 3 万吨 / 年动力电池专用高纯

硫酸锰、6000 吨 / 年高性能电解

二氧化锰及 2 万吨 / 年硫化钠项

目。

此外， 红星发展还拟使用募

集资金 1.8 亿元收购公司控股股

东红星集团持有的红蝶新材料

75%股权。 资料显示，红蝶新材料

主要从事工业硫酸钡、 氢氧化钡

等材料的生产、 制造和销售，其

75

%

股权的预估值不超过 1.95

亿元。 据《上海证券报》

红星发展

拟定增募资

北上资金加仓 115.57 亿元

Choice

数据显示， 截至 8 月

24 日收盘， 今年以来北上资金累

计净流入 2140.99 亿元， 沪股通

资金累计净流入 1236.57 亿元，

深股通累计净流入 904.42亿元。

7 月以来， 北上资金仅 10 个

交易日出现资金净流出情况，北

上资金呈现持续加仓态势。 8 月

20 日 -8 月 24 日， 北上资金加仓

115.57 亿元， 其中沪股通资金净

流入 78.57 亿元， 深股通资金净

流入 37.00亿元。

整体来看，8 月 20 日 -8 月

24 日，沪、深主要股指震荡攀升，

两市持续地量调整， 五个交易日

两市成交额均低于 3000 亿元，地

量震荡之下， 沪股通和深股通标

的成交显得活跃。

Choice

数据显示， 五个交易

日， 一千多只沪股通和深股通标

的总成交金额占两市总成交额比

例较高。 其中，北上资金累计成交

874.95 亿元， 北上资金成交总额

连续三周环比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北上资金近

半净买入发生在 8月 20日。 当天

A 股三大股指全线探底回升，北上

资金一改近期谨慎， 当日合计净

买入近 57 亿元，其中沪股通单日

净买入 39 亿元，创下今年以来第

二高。

金融消费股获明显加仓

从沪股通和深股通的十大活

跃成交股统计来看， 北上资金活

跃于消费白马股和金融股。

8 月 20 日———8 月 24 日，北

上资金在中国平安、 贵州茅台、五

粮液、伊利股份等金融股和消费白

马股中成交活跃并有明显加仓。

Choice

数据显示，8 月 20 日

-8 月 24 日， 两市共 32 只个股跻

身沪股通、 深股通十大活跃股榜

单，其中沪市的中国平安、贵州茅

台、伊利股份、海螺水泥、恒瑞医

药、中国国旅均 5 次上榜，招商银

行和中国联通也 4 次上榜； 深市

的五粮液、美的集团、万科 A、格力

电器、海康威视均 5 次上榜，平安

银行、立讯精密 4次上榜。

8 月 20 日 -8 月 24 日， 市场

资金连续谨慎，两市持续“地量”

调整，从北上资金成交额来看，北

上资金交投活跃度有所下降，32

只个股中仅 8 只个股北上资金成

交额超过 50 亿元，其中中国平安

的北上资金成交额达到 210.35

亿元，净买入额达到 18.27 亿元，

贵州茅台北上资金成交额为

114.86 亿元 ， 净买入额达 到

10.18亿元。

整体来看，北上资金对金融股

的加仓非常明显， 除中国平安外，

招商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兴

业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等银

行股均获增持。除贵州茅台和五粮

液外，白酒股中洋河股份、水井坊

也获得北上资金的加仓。

分析人士认为， 银行受益于

经济预期修复，板块整体估值低，

保险方面，投资端可能改善，板块

整体估值低，利差弹性大，对于国

际配置资金而言， 金融股有其吸

引力。 据《中国证券报》

北上资金加仓超百亿

机构动态

黔股看台

核心

提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