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盘价

(元)

涨跌幅 (%) 换手率 (%)

市盈率PE

(TTM)�(倍)

市净率PB

(LF)�(倍)

600178.SH

东安动力

6.99000 10.0787 4.1460 579.9144 1.7259

600081.SH

东风科技

13.82000 10.0318 3.2971 29.4975 3.3537

600099.SH

林海股份

9.34000 10.0118 9.9679 772.9375 4.3246

002454.SZ

松芝股份

6.16000 10.0000 1.2466 21.9745 1.1749

000800.SZ

一汽轿车

9.28000 9.9526 0.0594 97.4259 1.8703

600006.SH

东风汽车

6.85000 9.9518 7.1225 24.7360 1.9179

603787.SH

新日股份

13.94000 9.9369 13.0625 32.1217 3.0200

000030.SZ

富奥股份

5.88000 7.8899 1.8837 12.5527 1.7276

002708.SZ

光洋股份

10.01000 7.6344 7.6191 -48.9953 3.3406

002625.SZ

光启技术

12.55000 6.7177 3.8150 403.8375 3.5624

001696.SZ

宗申动力

8.06000 6.6138 9.2366 24.6731 2.2510

600166.SH

福田汽车

2.64000 6.0241 4.2669 -10.2377 1.0360

000760.SZ

斯太尔

3.78000 5.2925 20.3422 -5.0545 1.9691

002662.SZ

京威股份

5.47000 5.1923 5.1513 81.4601 1.5828

600877.SH *ST

嘉陵

6.90000 5.0228 2.5569 -24.2617 -24.6044

603596.SH

伯特利

24.46000 4.9785 22.9691 31.3276 5.2824

000996.SZ

中国中期

17.20000 4.7503 10.7230 556.7548 11.0273

600335.SH

国机汽车

8.69000 4.6988 3.8151 17.8130 1.1394

000957.SZ

中通客车

9.36000 4.3478 12.1274 53.8901 2.0488

300580.SZ

贝斯特

18.89000 4.1345 7.1377 23.7941 2.7293

603766.SH

隆鑫通用

5.54000 3.9400 2.3707 12.3755 1.7781

603997.SH

继峰股份

11.63000 3.8393 1.5629 24.5924 3.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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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连续调整 布局回归基本面

□

本报记者 吴玉华

上周，两市高开低走，出现连续缩量。

上周五， 两市继续调整， 上证指数下跌

0.04%， 报收3188.63点， 深证成指下跌

0.26%，报收10132.34点，创业板指上涨

0.27%，报收1695.73点。

分析人士表示，由于目前市场成交量

萎缩迹象较为明显，且市场做多的亢奋热

情逐步退却，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内继续

维持弱势格局或将是大概率事件。板块方

面，可关注业绩预喜且估值处于低位的相

关个股。

两市连续缩量调整

上周，两市连续缩量调整，上证指数

周跌1.78%， 沪市单周成交额约为1.93万

亿， 深证成指在连续13周收阳线后首度

收阴，周跌2.72%，深市单周成交额约为

2.35万亿元，上周两市成交额约为4.28万

亿元，日均成交额约为8561亿元，相较前

期，成交量萎缩明显。

上周五，沪市成交额为2889.09亿元，

深市成交额为3682.49亿元， 两市成交额

不足7000亿元，创下阶段性新低，缩量显

著。上周五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均小幅下

跌，仅有创业板指录得小幅上涨。 从盘面

上来看，行业板块方面，申万一级28个行

业有13个行业上涨，其中农林牧渔、公用

事业、 商业贸易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

1.89%、1.10%、0.66%； 在下跌的15个行

业中，医药生物、家用电器、休闲服务行业

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 1.31% 、1.30% 、

1.13%。

而在个股方面，个股涨跌参半，上涨

个股数为1721只， 其中涨停个股数为74

只。 概念板块中，上周五涨幅居前的分别

是鸡产业和猪产业概念板块，可以看到前

期热点退热明显。

分析人士表示，市场的强弱与量能密

切相关，如果量能配合，则市场可维持强

势或震荡，相反，如果配合有限或乏力，短

期技术指标及阶段技术指标的调整将体

现出来，而一旦量能配合乏力，则市场可

能进入调整回落的概率加大，个股风险将

增加。

可以看到， 在量能不济的情况下，上

周题材股表现不佳，市场的做多情绪受到

抑制， 上攻动力明显不足， 同时蓝筹

股———白酒和家电也出现明显调整，市场

调整也就不足为奇。

华鑫证券策略分析师严凯文表示，

量能的持续萎缩已经代表着场内投资者

谨慎的态度，所以调整只会延期，但一定

不会缺席， 在上周四风险一定程度上释

放之后， 应当首先关注3150-3180点区

域的承接力度。

社融数据增加乐观预期

在两市连续调整之下，市场悲观情绪

有所放大，强势板块的连续调整也让市场

主线不明。 但3月份的社融数据增加了市

场的乐观预期。

4月12日，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3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900.0亿元，高

于预期，较前值回升；当月社融规模增量

28600.0亿元，高于预期，较前值回升。 3月

末，广义货币（M2）余额188.94万亿元,

同比增长8.6%。 创下近13个月新高。

安信证券策略分析师陈果认为，超预

期的三月社融反映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正在不断畅通，宽信用成效隐现。 但另一

方面，市场对于当前无风险收益率预期可

能面临修正， 伴随着通胀预期阶段性上

行，未来一个阶段央行宽松空间有限。

联讯证券策略分析师廖宗魁表示，

M2和社融增速的拐点已经非常清晰，有

几个重要意义：其一，宽信用的政策已经

取得一定效果。 社融拐点清晰出现，说明

政策的效力是明显的，而且现在政策手中

的牌还很多， 即便未来存在一些复苏扰

动，政策也能应付过来，大大增加市场对

未来经济复苏的信心。 其二，社融拐点大

概半年后能看到经济回升。 根据以往社融

与经济复苏的时间关系，大概率经济增长

和上市公司盈利增速将在下半年回升。 这

样上半年市场估值的提升就不再是无源

之水， 而是对下半年经济复苏的提前启

动，市场的上涨具有更强的支撑。 其三，央

行降准降息的节奏或将缓和。 此前市场普

遍预计央行会很快在4月份降准， 鉴于信

贷条件的大幅改善，货币政策放松的节奏

或有所放慢。 预计降准可能推迟到6月份，

未来降息的可能性也在下降。

天风证券徐彪也表示，如果在随后的

阶段，能判断或者观察到M1也出现趋势

性抬升，那么就要警惕，市场很可能不是

简单的反弹，而是更大级别的反转。 M1

的底部，对于市场的底部而言，具有明显

的指示意义， 每一轮大行情之前，M1的

大底都会率先到来。

布局回归基本面

在市场连续缩量， 市场主线不明，社

融数据远超预期的情况下，对于市场应该

如何来看？ 应如何布局？

廖宗魁表示， 市场整体估值仍合理。

以沪深300而言，PE（TTM）估值从去年

底的10.2倍修复至目前的13.05倍， 处于

2005年以来的估值分位数是40.4%，而去

年底的估值分位数是13.7%。 沪深300的

估值只是从非常低估迅速修复到接近合

理的状态，整体市场的估值仍是相对健康

的。 以创业板而言，PE（TTM）估值从去

年底的28倍修复至目前的55倍， 处于创

业板上市以来的估值分位数是62.5%，而

去年底的估值分位数是0.2%， 创业板的

估值已经从非常低估迅速修复至略偏贵

的状态。

针对布局，廖宗魁表示，社融和出口

数据大超预期，表明经济复苏的逻辑愈发

坚实，对后市可以更乐观一些，中期沪指

看到3500点。 接下来也是一季报的高发

季，建议配置上回归基本面，推荐两条主

线：第一，经济复苏主线：周期。 社融拐点

清晰之后， 大概率下半年经济触底回升，

中下游周期板块会率先出现复苏，尤其是

一些受到政策眷顾的行业盈利预期改善

会更为提前，重点推荐：汽车、家电、机械、

电气设备、建筑建材。 第二，外资调仓主

线：金融。一方面，大部分金融股的估值依

然偏低，是少有的价值洼地；另一方面，券

商和保险将受益于资本市场的回暖，今年

业绩有望从底部大幅回升；一季度社融大

增后，银行业绩也可能超预期。

陈果表示， 综合考虑目前整体环境，

预期市场短期仍会惯性上冲，但由于经济

在短期反弹之后中期走势并不明朗，货币

政策的宽松预期则可能阶段性受限，此后

大概率会在新的平台维持震荡格局。综合

考虑一季报、经济金融数据及预期、市场

此前表现、增量资金，在当前环境下，前期

涨幅较小的价值蓝筹股会有一轮补涨行

情，这可能会造成指数上涨，但多数个股

赚钱效应有限的局面。 总的来说，行业上

重点关注周期品、地产、银行等。主题上重

点关注国企改革、一带一路、上海自贸区、

长三角一体等。

基本面+估值修复 汽车板块驶入春天里

□

本报记者 叶涛

一边是汽车行业正式进入量变期，终

端销量边际改善明显；一边是汽车板块估

值整体还处在低位， 仍有较大修复空间。

业内人士认为，2019年汽车销量同比反

转会提前兑现，估值业绩双升的汽车板块

有望迎来主升浪。

行业有望回暖

伴随着整车去库存、 终端折扣收窄，

汽车行业已渡过最黑暗时刻。主要特征是

行业从2018年5月的低迷需求中走出来，

零售、库存、终端折扣边际好转。

库存方面，以三个月移动平均来看，

2月经销商库存环比1月已减少20万辆

左右； 从1月库存当量数据来看，1月1.4

个月已回到历史中位水平，2月虽重回中

高位2.1个月， 但主要是绝对数过低造

成，3月库存环比预计有明显下降。 当前

经销商压力已经有明显减缓， 预警指数

逐月下降。

终端折扣方面， 招商证券统计了30

个城市经销商平均价格，2018年11月至

2019年2月终端折扣数据分别为11.78%、

12.29%、12.58%、12.52%，以南北大众为

代表的主流合资企稳收窄趋势明显，预期

未来优惠程度进一步缩小。

与此同时，主流车企销量也纷纷转

正。 相关数据显示，吉利汽车3月销量为

12.5万辆，同比增长3%；长城汽车销量

为8.1万辆， 同比增长9.2%； 同比下滑

-0.34%；比亚迪销量4.7万辆，同比增加

8.3%。

财富证券认为，主流主机厂一改前两

个月销量普遍下滑状态，大部分在3月份

实现转正和维稳，这主要源于头部公司受

益于渠道广、品类全和价格覆盖宽将最先

受益，3月份数据一定程度验证了行业在

二季度反转的逻辑。

根据乘联会数据，3月第四周的厂家

批发量达到68783辆， 同比增长2%。 对

此，中信建投分析师表示，三月总体来看，

零售端销量前低后高，呈现逐渐向好的态

势，最后一周零售销量已经与去年同期持

平， 未来随着增值税减税政策实施生效，

以及商务部宣布采取措施提振汽车消费，

汽车行业有望迎来回暖。

估值修复空间大

今年一季度以来，汽车板块上涨幅度

较小，估值整体还处在低位，仍有较大的

修复空间。这令不少投资者对汽车板块仍

抱有较高市场预期。

国信证券分析师也强调，当前汽车汽

配板块估值基本见底。 尤其汽配板块，当

前汽配估值已达8年来底部，且整车估值

溢价倍数远低于欧美；同时销量下滑对行

业估值的压制已经弱化：2018年10月起

汽车销量持续加速下滑，但是汽车汽配行

业估值已经止跌回升。考虑今年下半年行

业的低基数和明年上半年的库存消化，预

计2019年下半年车市销量有望触底回

升，二季度增强配置。

通过梳理还可以发现，当前汽车汽配

行业估值对汽车销量增速的敏感度已经

降低。 国内汽车销量2018年7月以来开始

下滑并呈现加速下滑趋势，2019年1月汽

车销量增速达到-16%的最低值，而国内

汽车汽配板块估值自2018年年初即开始

下滑，5月-8月是汽车汽配行业估值下行

最快阶段，10月起估值基本稳住，11月汽

车汽配行业估值略有回升，不再伴随销量

增速下滑而下行，2019年2月汽车销量增

速略有回升（乘用车尚未改善），汽车汽

配板块估值大幅提升。

由此，国信证券预计，经历连续8个

月的销量增速下滑后，汽车汽配板块估值

已经完全体现销量极端负面的影响，估值

亟待修复。

美金融股资源股强劲

医疗保健股遭抛售

□

本报记者 陈晓刚

上周美股小幅波动， 三大指

数涨跌互现。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

数周度微跌0.05%、标准普尔500

指数上涨0.51%、 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上涨0.57%。 标普指数因连

续三周上涨，6个月来首次站上

2900点，受到市场瞩目。

由于部分金融巨头发布的

财报表现出色，金融板块上周普

遍走强。 与此同时，供应担忧导

致国际油价连续上涨，叠加行业

内出现重大并购交易，盘面中以

石油产业为代表的资源股表现

抢眼。 医疗保健板块以及健康保

险公司普遍跌幅居前，这主要是

由于行业发展或面临潜在的政

策压力。

医疗保健股表现不佳

道指成分股中， 金融股表现

强劲，摩根大通、高盛、维萨出现

在周度涨幅前十名中， 三股分别

涨5.6%、2.7%、1.26%，名列第二、

四、九位。 沃尔玛、思科、英特尔、

宝洁也位居涨幅前列。 医疗保健

股表现不佳， 跌幅居前的是联合

健康（下跌10.27%）、辉瑞制药

（下跌 2.98%）、 默克 （下跌

2.12%）。

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周

度上涨榜单中，资源股表现抢眼。

雪佛龙宣布将以330亿美元收购

阿 纳 达 科 石 油 ， 后 者 上 涨

31.42%，名列第一；Pioneer自然

资源上涨11.71%， 排名第三；

EOG资源上涨6.77%，排名第五。

在上涨榜单中排名靠前的还有，

迪 士 尼 （排 名 第 二 ， 上 涨

13.1%）、网络安全公司飞塔（排

名第四，上涨10.22%）、医疗保健

公司塞纳 （排名第五， 上涨

9.56%）。在跌幅榜上，公用事业、

消费和医疗保健板块表现不佳，

医疗保险公司Anthem股份周度

跌幅最大，跌13.79%；公用事业

公司Pentair跌11.39%， 排名第

二；联合健康、通用电气、制药公

司再生元和Incyte、女装公司LB�

Brands跌幅居前。

由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拥有

逾2600家成分股，本文以纳斯达

克的主要指数———纳斯达克100

指数成分股进行统计。 该指数上

周上涨0.65%， 指数成分股周度

上涨前十名榜单中， 网络软件股

占据主流，Check� Point等五家

公司入选。 在前十大跌幅排行榜

上，四家制药公司位列其中，另外

还有医疗器材巨头吉利德科学。

资源股仍有上涨空间

已经拉开了帷幕的美股财

报季成为投资者的聚焦所在。 摩

根大通、富国银行两大金融巨头

发布了优异的财报，提振了整个

金融板块。 分析人士预计，紧接

着发布财报的高盛、花旗也将表

现不错。 但也有观点担心，由于

巨头的盈利，金融股板块才有上

佳表现，但很多其他行业可能不

会出现这种走势。

更令市场担心的是， 大部分

消费者普遍认为税收改革对美国

经济的正面刺激已经结束。 最新

发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三个

月来首次下跌并低于预期。 消费

者预计价格上涨速度将会放缓。

彭博经济学家认为， 在政府结束

停摆之后， 美国消费者信心一度

出现反弹，但未能持续上行，数据

说明消费者仍倾向于美国经济将

会放缓。

分析人士表示， 美股机构投

资者近期调仓换股的迹象仍然明

显，医疗保健、消费板块近期遭到

抛售， 资源股则受到了资金的青

睐。 在欧佩克减产已经给市场带

来压力的背景下， 一些产油国的

动荡引发供应担忧， 推动油价连

续第六周上涨。 雪佛龙公司330

亿美元收购阿纳达科石油， 也证

明了各方对美国页岩油行业的信

心日益增强， 以石油公司为代表

的资源股还有上涨空间。

标普500指数收复2900点大关

□

霍华德·斯韦尔布拉特

在经历了相对平淡的四个交易日之

后，标普500指数上周五收盘上涨0.66％，

报2907.41点。 全周累计上涨0.51%，虽然

低于此前一周2.06%的周涨幅，但仍实现

连续第三周上涨， 并且是过去11周中的

第九次实现上涨。 值得关注的是，自从去

年10月4日以来， 标普500指数首次收于

2900点大关之上。 今年以来，该指数累计

上涨15.98%， 自从2016年11月美国大选

以来已经累计上涨35.89%， 上行动能并

未减弱。

上周各类经济新闻和数据较多。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将其对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从1月预期的

3.5％下调至3.3％， 将美国经济今年增长

速度预期由2.9%下调至2.3％， 欧盟经济

今年增长速度预期由1.8%下调至1.3％。

欧洲央行在月度议息会议上决定维持其

现行货币政策不变，并且表示可能推迟加

息， 这意味着2019年欧央行利率大概率

将不会发生变化。但欧央行也对负利率表

示担忧。

美国方面，美联储公布的3月20日货

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 多数委员预计，

2019年利率将保持不变， 印证了此前的

“鸽派” 观点。 美国2月份工厂订单环比

下降0.5％， 预期为环比下降0.6％，1月

该数据由此前的环比上涨0.1%下调至

环比持平。 2月份JOLTS报告显示，美国

目前有708万个就业岗位， 低于预计的

758.1万个就业岗位。美国3月份CPI环比

增长 0.4％ ， 高于 2月份的环比增长

0.3％； 同比增长1.9％， 高于2月份的同

比增长1.5％。

美国3月份PPI环比增长0.6％， 高于

预期的环比增长0.4％，也高于2月份的环

比增长0.1％；同比增长2.2％，高于2月份

的同比增长1.9％。 3月进口价格环比上涨

0.6％，预计为环比上涨0.4％；同比变化

持平。 3月出口价格环比下跌0.7％，预计

为环比上涨0.6％；同比则上涨0.6％。 美

国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上月的98.4降至

96.9，低于市场预期的98.0。

在每周例行公布的经济数据报告

中， 抵押贷款申请报告继此前一周上涨

18.6％后，上周下跌5.6％。购买申请数量

上周增加1.0％，再融资申请数量上周减

少11.0％。 EIA原油库存报告显示，由于

石油价格连续上涨，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

增加700万桶。每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

数为19.6万人，预计为21.1万人，这一数

据仍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作者系标普

道琼斯指数公司资深指数分析师， 张枕

河编译）

“全球5G竞赛”启动

相关板块再上风口

□

本报记者 陈晓刚

“5G竞争是美国必须要赢

的竞赛。 ”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

末在白宫如是说。

近期所有迹象显示，全球5G

商用进程正在不断加速，特朗普

的最新表态更意味着一场全新

的“全球5G竞赛” 已拉开帷幕。

投资机构普遍认为，2019年是

5G元年，在重磅行业催化剂层出

不穷的情况下，相关板块有望再

上风口。

全球5G推进“提速”

4月3日晚11点，韩国SK电信

抢在美国同行身前约一小时，率

先实现5G商用化。由韩国科学技

术信息通信部主导、联合10个政

府部门参加的韩国5G技术协调

会8日还发布了5G+战略。战略选

定五项核心服务和十大“5G+战

略产业” 。

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

（CTIA）本月初发布的最新报告

显示，2018年中国和韩国有望在

5G领域引领全球，但美国迅速行

动， 已从一年前的第三位跃升至

与中国并列第一的位置。

特朗普上周末进一步宣布，

美国将减少监管并拍卖 5G频

谱，“据估算， 美国各方计划在

5G投入2750亿美元，创造300万

个美国就业岗位，让美国经济规

模增加5000亿美元” 。 美国联邦

通信委员会(FCC)已表示将于12

月10日开始拍卖频谱，并提供迄

今为止最广泛的频谱以供5G使

用， 同时成立一个规模超过200

亿美元的乡村数字机遇基金，未

来十年投入美国乡村宽带网络

建设。

4月10日召开的日本电波监

理审议会上， 日本总务省宣布准

备了10个频段，并决定向申请的

4家公司分配， 计划将在2020年

春季开始正式提供5G服务。

欧洲先前一直对5G技术有

所顾虑，目前其立场也明显改变。

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德国近日宣

布， 正式启动5G频段的拍卖工

作， 多家欧洲电信运营商参与竞

标。 大众汽车等多家工业巨头也

计划建立自身的5G网络以推动

工业化发展。

机构看好细分领域

对中国而言，5G意味着科技

创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厚积薄

发。 由于1G、2G先后由美国、欧

洲主导，中国只能紧随其后；到了

3G、4G时代，中国已做到了由跟

随到并肩同行；而5G时代，中国

5G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众多研

究机构的报告均认为， 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

以及工信部提出年内启动5G临

时牌照发放，更强化了中国5G建

设的确定性。

近日中国移动宣布， 其在北

京5G试验网上， 通过5G手机成

功打通电话， 这是北京市域接通

的第一个5G电话。中国电信则在

南京成功完成业界首个5G� SA

网络电力切片测试，5G行业应用

再进一步。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在博鳌论坛上表示：“5G应

用20%将用于人和人之间通讯，

80%可能用于物与物之间通讯，

也就是移动物联网领域。 ” 他进

一步认为，5G应用方面最广泛的

就是移动状态的物联网， 最大的

市场可能就是车联网。

光大证券研报认为，5G的三

大应用场景是eMBB增强移动宽

带 、mMTC 海 量 机 器 通 信 、

uRLLC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物

联网主要和mMTC、uRLLC相

关；车联网和自动驾驶是uRLLC

最重要的应用领域。 鉴于车联网

未来的确定性发展趋势，可关注

高新兴、德赛西威、视源股份等

公司。

东北证券指出， 在美韩都已

启动5G商用的刺激下， 中国5G

建设会持续推动。其研报推荐5G

标的主设备厂商，如中兴通讯；电

信光器件厂商，IDC/云计算厂

商，如光迅科技、光环新网、亿联

网络、天孚通信；同时建议关注基

站侧相关标的、天线厂商、PCB厂

商以及连接器厂商。

中信建投通信研报表示，建

议关注5G牌照行情，布局受益确

定性较高标的，如通信主设备商、

PCB及其覆铜板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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