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估值板块成中流砥柱

四连阳提振A股市场风险偏好

本报记者 牛仲逸

上周五，上证指数上涨0.88%，报收2973.66点。 从盘面看，上 周 在 以 银 行 、 地 产 为 主 的 低 估 值 蓝 筹 和 部 分 科 技 龙 头 品 种 的 带 领 下 ， 市 场 呈 现 出 良 好 的 赚钱效应。

分析人士指出，沪指四连阳走势，为10月行情起到指引作用，叠加近期消息面偏暖，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望进一步得到提振，本周沪指有望挑战9月中旬高点。

低估值板块发力

上周沪指实现四连阳。 周初以银行、地产为主的低估值板块发力，稳定了市场信心。 从板块涨幅看，上周建材、房地产、银行板块涨幅显著。 据中信建投统计，目前建材和房地产板块的PE分别为11.56倍和9.4倍，银行PB为0.82倍，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市场人士表示，市场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源于对10月份三季报披露的反应。 毕竟三季度科技股行情贯穿始末，部分龙头股涨幅显著，若科技股行情进一步发展，仍需经过三季报业绩的验证。

以9月份行业涨幅数据为例，9月份申万一级行业中过半数行业出现了上涨。 其中，9月份TMT板块表现最为突出，电子、通信和计算机行业包揽行业涨幅前三，月涨幅分别为7.63%、5.47%和3.59%，传媒行业的月涨幅为2.05%，排名靠前。

虽然科技股的三季报业绩是否符合预期，眼下一时难以确定，但西南证券策略研究表示，这可以借鉴医药股走势。 科技股投资逻辑与医药股类似，两者都是面向未来的行业，大概率也将走出相似走势。 科技股2019年上半年走势前高后低，下半年从8月开始大幅上涨，电子、通信、计算机和传媒在不到2个月内分别出现23.9%、15.2%、16.6%和10.2%的涨幅，9

月25日之后行情回调。 正如2018年的医药股，此时科技股的龙头回调提供了相当好的买入机会。 随着业绩逐步兑现和外资持续流入，医药、科技中的核心资产走出长牛将更有支撑。

此外，数字货币是上周市场表现最为强势的概念板块。 国盛证券行业研究指出，在央行研发数字货币的过程中，有5类企业或机构明显受益：一是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一道研发数字货币的市场机构；二是基于数字货币开发金融创新产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金融服务机构；三是大数据分析机构；四是身份认证服务机构；五是区块链产业中有零售支

付业务经验的钱包服务商、技术服务商、身份与交易登记服务商。

A股聚集上涨动能

市场对本周A股行情较为看好。拉长时间周期看，A股自身也已经聚集了上涨动能。从技术面看，恒创天下资产管理公司投资总监罗晓鸣表示，今年年初市场展开了一轮强劲上涨，之后的回吐到目前为止也没超过涨幅的三分之二，小于A股市场牛市第一轮上涨之后的一般回吐幅度，表明调整仍属于强势，因此基本可以确认年初的那轮上涨是新一轮牛市的开始。之后的调整到目前已持续近

半年，而5月份以来的反复震荡已经形成一个比较标准的头肩底形态，目前已处于构筑右肩的最后阶段。 预计很可能还将在2850点-3000点之间震荡一个月左右，之后将开始牛市的第二轮上涨。

从估值端看，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经过了三年调整，A股市场估值处于历史大底的位置，和全球资本市场相比，A股估值优势非常明显，现在上证指数的平均估值只有13倍，仅仅相当于美国道琼斯指数的一半。

中银基金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李建表示，估值方面，纵向来看，尽管板块估值有所分化，但当前A股整体估值处在2005年以来历史中低位水平。

中长期来看，海外经济体步入货币政策宽松周期，9月美联储再度降息，欧央行计划重启量化宽松（QE），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或迎来配置机会。 同时，外资还在加大对A股的配置力度。 此外，由于政策边际回暖、企业盈利探底以及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中长期对A股依然保持乐观。

杨德龙补充认为，目前在欧美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的情况之下，中国经济增长相对稳定，政策面也在不断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包括大幅减税降费的措施等等，这些可能都会成为外资加速流入A股市场的重要推动力，而随着A股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可能会有更多的外资进入到中国资本市场。

关注三主线机遇

7月以来，在5G提速、科创板推出、半年报业绩等因素刺激下，以科技为代表的板块赚钱效应显著，但近期科技板块走势略有起伏。 展望四季度，A股还有哪些结构性行情？

长城证券策略团队表示，市场主线仍在“科技创新+金融”方向，重视三季报的结构性投资机会，结合业绩层面精选优质标的。另外，关注消费板块中业绩有望改善的细分领域以及受益于猪价上涨的养殖板块。具体看，“科技创新+金融”主线可重点关注国防军工、计算机(安全可控)、通信 (5G)、电子(半导体)、传媒等方向，并结合业绩自下而上精选个股。同

时建议配置估值低、安全边际高的金融、地产龙头。 从消费角度观察，外资流入预期将继续支撑消费板块，可关注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等行业的中长期配置需求。 同时，可关注业绩有望改善的汽车行业细分领域、受益于猪价上涨的养殖板块。

东吴证券指出，后市行业配置重点仍是科技板块。 首先，就推荐逻辑来看，本轮科技行情符合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周期更迭，以及自下而上的业绩验证，科技板块正在经历趋势性变化，而非短期消息刺激，当前处在1-2年科技牛市的初级阶段；其次 ，下一阶段，基于产业趋势方兴未艾、持仓应从蓝筹向科技切换、相关领

域业绩释放等因素驱动 ，技术性休整之后科技股将迎来新一轮行情；第三，就投资机会来看，可重视符合产业逻辑的优秀细分龙头，特别是华为产业链转移和电脑国产化等相关领域。

李建表示，四季度主要关注三条主线，一是景气改善的行业，如成长中的5G产业链，消费升级板块，受益于地产竣工回升的地产后周期板块等；二是可以沿着逆周期政策加力的线索，关注汽车、建材、建筑等板块；三是低估值且盈利稳健的板块，如银行、地产等。 此外，可转债市场也是获取绝对收益的重要场所，优质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值得高度关注。

■ 责编：陈晓刚 美编：苏振 电话：

010－63070230 E-mail:scb@zzb.com.cn

■ 2019年10月14日 星期一

市场新闻

arket�News

A06

M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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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周线级别反弹可期

□

法国兴业证券（香港） 周翰宏

港股上周五显著收高， 恒生指数盘中一度

涨近700点，并收于26300点上方。 前期困扰市

场的基本面出现向好迹象，利好风险偏好，单日

大涨也有助于修复投资者信心。港股积弱已久，

行情能否彻底反转还有待观察。 若外围市场支

持，短线可顺势看多，留意上方60天线约26500

点附近阻力。

上周内地A股连续4个交易日上涨，节后资

金回流意愿浓厚。 美股市场大幅波动，美国9月

CPI数据环比持平，经济数据欠佳，但增添了美

联储继续减息的预期。 上周英国脱欧进程也出

现新转机，月底或有结果。 本周内地将陆续有9

月经济数据出炉， 或会影响A股以及港股市场

走势。

上周五港股板块迎来普涨行情， 石油、地

产、金融及科技股全线上涨，香港本地地产、

公用股也明显触底反弹。 由于市况不明朗，近

期个股方面多为一日游行情， 涨势均难以持

久。 上周五大市带量拉升，成交突破千亿港元

规模，个股方面全线收高，对市场情绪形成正

面提振，或有望扭转近期颓势，周线级别反弹

可期。

恒指牛熊证资金流方面， 截至上周四的前

一周， 恒指牛证共获得约9229万港元资金净流

入，恒指熊证则有约7291万港元资金净流出。街

货分布方面， 截至上周四， 恒指牛证在收回价

25200点至25550点之间，相当约2596张期指合

约；恒指熊证街货在收回价25900点至26600点

之间，相当约3186张期指合约。

资金流方面，截至上周四的前一周，腾讯

的相关认购证及牛证合共获得约5676万港元

资金净流入，为资金流入最多的品种。 产品条

款方面，目前市场上较活跃的腾讯认购证为行

使价约328港元至360港元附近的中期价外条

款，实际杠杆约6倍至13倍。 另外，百威相关认

购证及牛证期内获得约1495万港元资金净流

入，资金留意行使价35港元至38港元附近的中

长期及长期价外条款，实际杠杆约5倍。

权证引伸波幅方面，指数权证引伸波幅分

化，以三个月贴价场外期权为例，恒指的引伸

波幅维持于18.6%的水平； 国企指数的引伸波

幅上升0.1个波幅点至18.2%；个股方面，腾讯

的引伸波幅维持于25.3%的水平； 汇丰的引伸

波幅上升1.7个波幅点至19.6%；港交所的引伸

波幅下降0.3个波幅点至25.2%。 本周引伸波幅

变化不大，但上周五反弹消除了市场部分的不

明朗因素，若未来两周大市逐步回稳，引伸波

幅回落将会较为明显。 引伸波幅回落对权证持

仓者不利，以3个月期贴价恒指认购证为例，引

伸波幅敏感度约5%， 意味着若引伸波幅回落

一个波幅点，相关权证的价格将会下跌约5%；

若恒指在期间反弹2%， 认购证价格因杠杆效

应大约上升约30%，而引伸波幅下跌的影响将

会令升幅减少至约25%。（本文并非投资建议，

也非就任何投资产品或服务作出建议、 要约、

或招揽生意。 读者如依赖本文而导致任何损

失，作者及法国兴业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若需

要应咨询专业建议。 ）

最新财报季拉开帷幕

美股交易情绪或回升

□

霍华德·斯韦尔布拉特

上周美股市场交投情绪偏弱， 截至上周

四标普

500

指数仍难打破连续第四周的下跌

趋势，但上周五的大幅上涨扭转了颓势，该指

数周五上涨

1.09%

，收于

29070.27

点，导致上

周累计上涨

0.62％

。 该指数年初至今上涨

18.49％

，自

2016

年

11

月美国大选以来，共计

上涨

38.83％

， 自美股最长牛市以来上涨

339％

， 目前距

2019

年

7

月

26

日的历史收盘最

高位差距为

1.84%

。

在交易量方面， 上周的日均交易量较此

前一周下降了

11％

， 比一年平均交易量水平

低

15％

， 而此前一周的日均交易量则按周上

涨

3%

。 同时，可测量的波动幅度从此前一周

的

4.78％

下降到

3.48％

， 低于一年平均值

3.15％

和五年平均值

2.45％

。

上周板块表现差异（表现最好与表现最

差板块差异）缩小，

11

个行业板块中

7

个板块

单周上涨，此前一周仅为

6

个。最佳和最差板

块之间的表现差异为

3.26％

（一年的周均值

为

4.42％

），低于此前一周的

4.90％

。 信息技

术是年内表现最好的行业， 上涨

31.59％

，而

能源行业仍然表现最差， 年内仅上涨了

0.94％

。 上周标普

500

指数波动超过

1％

的有

两个交易日， 包括上周二下跌

1.56％

和上周

五上涨

1.09％

。

具体来看，上周材料板块表现最好，上涨

1.85％

，该板块年初至今上涨

13.53％

；信息技

术板块上周上涨

1.25％

，年内上涨

31.59％

，表

现最佳；非必需消费板块上周上涨

0.99％

，年

初至今上涨

21.11％

，日常必需消费品板块下

跌

0.86％

，年初至今累计上涨

19.66％

；公用事

业板块上周下跌

1.44％

， 为当周表现最差板

块，年初至今上涨

20.77％

；金融板块因利率

上行上涨

0.80％

，年初至今上涨了

16.02％

；医

疗保健板块则下跌

0.28％

， 年初至今上涨

3.93％

；能源板块上涨

1.01％

，年初至今上涨

0.94％

，为年内表现最差板块。

VIX

波动率指数上周的波动范围在

16.44

至

20.38

之间，收于

15.58

，低于此前一

周的

17.04

。

上周公布的美国重要经济数据，包括

9

月

PPI

下降

0.3％

， 预期为增长

0.1％

；

8

月的

JOLTS

报告显示， 目前可提供

705.1

万个工

作岗位，低于上个月的

717.4

万和

718.6

万的

估算值；

8

月批发贸易增长

0.2％

，而预期为

增长

0.4％

；此外，正如预期的那样，

9

月美

国

CPI

数据环比持平，同比增长率为

1.7％

。

9

月的进口价格环比上涨了

0.2％

， 同比下

降

1.6％

；出口价格环比下降

0.2％

，同比下

降

1.6％

。

随着银行业本周开始发布其

2019

年第

三季度业绩以及对第四季度和

2020

年的业

绩预期， 市场预期美股交易情绪将在本周

出现回升。 目前市场预期

2019

年第三季度

企业盈利将比第二季度微幅增长

0.9％

，比

2018

年第三季度的纪录低

2.1％

；同时，预期

2019

年第四季度企业盈利将超过第三季

度， 或较第三季度增长

3.7％

， 并创下新纪

录，较

2018

年第四季度增长

19.9％

。 在此预

期基础上，

2019

年全年企业盈利预计比

2018

年增长

5.9％

， 而

2020

年预估比

2019

年

再增

11.7％

。

截至目前，已有

23

家公司发布了三季报，

其中有

20

家营收超出预期，

1

家逊于预期，

2

家

符合预期。数据显示，本周将有

59

家公司公布

三季报数据，共占市场总市值的

17.6％

；之后

一周（

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25

日）将有

136

家公

司公布财报，占市场总市值的

30.4％

。 到

10

月

底，将有约三分之二的公司完成财报发布。本

周的财报亮点将从周二的大型银行开始，包

括花旗集团、高盛集团、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

利， 强生和联合健康集团也将在周二发布财

报；周三值得关注的财报包括

IBM

和奈飞；此

外，周五美国运通、可口可乐和宝洁财报也值

得关注。

本周的经济数据亮点将从周三的每周按

揭申请报告和零售销售报告开始， 上午将发

布商业库存报告和住房市场指数， 下午将发

布美联储“褐皮书”。 周四将公布每周失业救

济申请报告、房屋新开工报告、工业生产报告

以及每周

EIA

石油报告。 周五上午将公布领

先指标报告。

（作者系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资深指数

分析师，倪伟编译）

EPFR数据显示股债轮动加速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最新公布的周度数

据显示，在最新一个统计周中，该机构监测的全球

股票型基金出现大规模资金外流， 而且具有普遍

性，即新兴市场、美国、欧洲、日本股基均“失血” ；

而同期全球债券型、货币型基金均大幅“吸金” 。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近期由于部分经济体数

据疲软，货币政策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资金风险偏

好有所降温， 股债再度出现轮动。 然而从中长期

看， 如果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 经济数据相继企

稳，股市投资仍具有吸引力。

新兴市场现分化

EPFR最新周度数据显示，在截至10月9日

的一周内， 该机构监测的全球股票型基金出现

高达97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显示出投资者暂

时规避风险资产的情绪升温； 而与之形成对比

的是， 该机构监测的全球债券型基金和全球货

币型基金分别出现111亿美元和106亿美元的

资金净流入。

EPFR数据显示，在截至10月9日的一周内，

尽管较为乐观的市场人士预计， 美联储本月降

息将缓解新兴市场的资金面压力， 但全球新兴

市场股票型基金仍遭遇过去25周以来的第24次

资金净流出。

值得注意的是， 各地区新兴市场出现一定

分化， 亚洲新兴市场股票型基金普遍出现资金

净流出，中国、韩国、亚洲（除日本外）股票型基

金资金净流出额均超过2亿美元；而拉丁美洲新

兴市场股票型基金则获得部分资金青睐， 墨西

哥、巴西股票型基金均吸引资金净流入。

高盛在最新报告中表示， 尽管近期全球风

险情绪出现一定回落， 但是新兴市场股市的反

转潜力可能更大， 新兴市场股票在未来12个月

可能会跑赢标准普尔500指数。

发达市场观望情绪浓厚

EPFR在报告中还指出，在10月初，投资者

对于发达市场股市的观望情绪同样较高，主要原

因包括英国脱欧进程、部分国家的选举均具有不

确定性， 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数据疲软，

日本上调消费税带来的不确定性困扰市场。

EPFR数据显示，在截至10月9日的一周内，

欧洲、 美国和日本股票型基金的资金净流出额

从9.99亿美元至62亿美元不等。 希腊股票型基

金的资金净流出额创9周以来的新高，德国股票

型基金连续25周出现资金净流出。

最新数据显示， 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压力

继续加大，特别是欧元区。 欧元区9月制造业采

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上个月的47回落至

45.6，不及预期的47.3；德国尤为明显，制造业

PMI从43.5回落至41.4， 显著低于预期的44，新

订单和产出等拖累显著。 此外，日本9月制造业

PMI也从8月份的49.3回落至48.9。

瑞 信 集 团 全 球 首 席 投 资 官 Michael�

Strobaek指出，从中期角度看，该机构对于全球

风险资产再次看多， 未来货币政策的宽松将对

投资者风险偏好情绪构成支撑， 目前较为看好

金融股。

低估值板块发力

上周沪指实现四连阳。 周初以银行、地产

为主的低估值板块发力，稳定了市场信心。 从

板块涨幅看，上周建材、房地产、银行板块涨幅

显著。 据中信建投统计，目前建材和房地产板

块的PE分别为11.56倍和9.4倍，银行PB为0.82

倍，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市场人士表示，市场出现这种变化，主要

是源于对10月份三季报披露的反应。毕竟三季

度科技股行情贯穿始末， 部分龙头股涨幅显

著，若科技股行情进一步发展，仍需经过三季

报业绩的验证。

以9月份行业涨幅数据为例，9月份申万一

级行业中过半数行业出现了上涨。其中，9月份

TMT板块表现最为突出，电子、通信和计算机

行业包揽行业涨幅前三，月涨幅分别为7.63%、

5.47%和3.59%， 传媒行业的月涨幅为2.05%，

排名靠前。

虽然科技股的三季报业绩是否符合预期，

眼下一时难以确定， 但西南证券策略研究表

示，这可以借鉴医药股走势。 科技股投资逻辑

与医药股类似， 两者都是面向未来的行业，大

概率也将走出相似走势。科技股2019年上半年

走势前高后低，下半年从8月开始大幅上涨，电

子、通信、计算机和传媒在不到2个月内分别出

现23.9%、15.2%、16.6%和10.2%的涨幅，9月25

日之后行情回调。 正如2018年的医药股，此时

科技股的龙头回调提供了相当好的买入机会。

随着业绩逐步兑现和外资持续流入， 医药、科

技中的核心资产走出长牛将更有支撑。

此外，数字货币是上周市场表现最为强势

的概念板块。 国盛证券行业研究指出，在央行

研发数字货币的过程中， 有5类企业或机构明

显受益：一是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一道研发

数字货币的市场机构；二是基于数字货币开发

金融创新产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金融服务

机构；三是大数据分析机构；四是身份认证服

务机构；五是区块链产业中有零售支付业务经

验的钱包服务商、技术服务商、身份与交易登

记服务商。

A股聚集上涨动能

市场对本周A股行情较为看好。 拉长时间

周期看，A股自身也已经聚集了上涨动能。从技

术面看，恒创天下资产管理公司投资总监罗晓

鸣表示， 今年年初市场展开了一轮强劲上涨，

之后的回吐到目前为止也没超过涨幅的三分

之二， 小于A股市场牛市第一轮上涨之后的一

般回吐幅度，表明调整仍属于强势，因此基本

可以确认年初的那轮上涨是新一轮牛市的开

始。 之后的调整到目前已持续近半年，而5月份

以来的反复震荡已经形成一个比较标准的头

肩底形态， 目前已处于构筑右肩的最后阶段。

预计很可能还将在2850点-3000点之间震荡

一个月左右，之后将开始牛市的第二轮上涨。

从估值端看，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表示， 经过了三年调整，A股市场估值

处于历史大底的位置， 和全球资本市场相比，

A股估值优势非常明显，现在上证指数的平均

估值只有13倍，仅仅相当于美国道琼斯指数的

一半。

中银基金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李建表示，估

值方面，纵向来看，尽管板块估值有所分化，但

当前A股整体估值处在2005年以来历史中低

位水平。

中长期来看，海外经济体步入货币政策宽

松周期，9月美联储再度降息，欧央行计划重启

量化宽松（QE），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或迎来

配置机会。 同时，外资还在加大对A股的配置

力度。此外，由于政策边际回暖、企业盈利探底

以及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中长期对A股依然保

持乐观。

杨德龙补充认为，目前在欧美经济出现衰

退迹象的情况之下， 中国经济增长相对稳定，

政策面也在不断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包括

大幅减税降费的措施等等，这些可能都会成为

外资加速流入A股市场的重要推动力，而随着

A股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可能会有

更多的外资进入到中国资本市场。

关注三主线机遇

7月以来，在5G提速、科创板推出、半年报

业绩等因素刺激下，以科技为代表的板块赚钱

效应显著，但近期科技板块走势略有起伏。 展

望四季度，A股还有哪些结构性行情？

长城证券策略团队表示， 市场主线仍在

“科技创新+金融”方向，重视三季报的结构性

投资机会，结合业绩层面精选优质标的。另外，

关注消费板块中业绩有望改善的细分领域以

及受益于猪价上涨的养殖板块。具体看，“科技

创新+金融” 主线可重点关注国防军工、计算

机(安全可控)、通信(5G)、电子(半导体)、传媒等

方向，并结合业绩自下而上精选个股。 同时建

议配置估值低、安全边际高的金融、地产龙头。

从消费角度观察，外资流入预期将继续支撑消

费板块，可关注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等行业的

中长期配置需求。 同时，可关注业绩有望改善

的汽车行业细分领域、受益于猪价上涨的养殖

板块。

东吴证券指出，后市行业配置重点仍是科

技板块。首先，就推荐逻辑来看，本轮科技行情

符合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周期更迭，以及自

下而上的业绩验证，科技板块正在经历趋势性

变化，而非短期消息刺激，当前处在1-2年科

技牛市的初级阶段；其次，下一阶段，基于产业

趋势方兴未艾、 持仓应从蓝筹向科技切换、相

关领域业绩释放等因素驱动，技术性休整之后

科技股将迎来新一轮行情；第三，就投资机会

来看， 可重视符合产业逻辑的优秀细分龙头，

特别是华为产业链转移和电脑国产化等相关

领域。

李建表示， 四季度主要关注三条主线，一

是景气改善的行业，如成长中的5G产业链，消

费升级板块，受益于地产竣工回升的地产后周

期板块等；二是可以沿着逆周期政策加力的线

索，关注汽车、建材、建筑等板块；三是低估值

且盈利稳健的板块，如银行、地产等。 此外，可

转债市场也是获取绝对收益的重要场所，优质

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值得高度关注。

低估值板块成中流砥柱

四连阳提振A股市场风险偏好

□

本报记者 牛仲逸

板块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成交额（亿元）

区间

换手率（%）

市盈率

(TTM,整体法，倍)

总市值

(亿元)

SW

银行

4.77 670.24 7.07 6.71 97,183.57

SW

建筑材料

4.58 259.71 6.39 11.18 7,650.80

SW

医药生物

3.77 1,273.61 6.10 40.50 43,478.07

SW

交通运输

3.44 339.70 4.39 18.95 23,588.58

SW

计算机

3.37 1,703.55 14.82 91.45 24,313.77

SW

房地产

3.18 509.06 3.03 10.22 23,825.48

SW

农林牧渔

2.99 500.93 6.91 57.26 10,930.79

SW

化工

2.87 929.60 9.96 19.51 31,373.88

SW

公用事业

2.76 322.67 4.68 22.10 23,324.85

SW

机械设备

2.74 838.93 10.28 41.22 22,640.76

数据来源/

Wind

制表/牛仲逸

上周申万一级行业涨幅前十名

� 上周五，上证指数上涨

0.88%，报收2973.66点。

从盘面看， 上周在以银行、

地产为主的低估值蓝筹和

部分科技龙头品种的带领

下， 市场呈现出良好的赚

钱效应。

分析人士指出，沪指四

连阳走势，为10月行情起到

指引作用，叠加近期消息面

偏暖，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望

进一步得到提振，本周沪指

有望挑战9月中旬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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