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元股阵营扩军 科技巨头占半壁河山

本报记者 牛仲逸

进入12月，科技股并未出现市场此前预期的调整

走势，反而呈现出细分领域活跃、个股新高不断的现

象。 在科技股带领下，上证指数也迎来了七连阳。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股作为三、四季度的结构行

情主线，不少个股累计涨幅显著。去年年末时，两市尚

无百元科技股，而截至12月10日，科技百元股数量已

达到20只（以通信、电子、计算机三行业为准）。

新技术革命是科技牛股摇篮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10日，沪深两市共有

38只百元股，从行业属性看，这36只百元股中共有20

只个股属于电子、通信、计算机板块。也就是说在目前

A股的百元股阵营中，科技股占了半壁江山。

目前，两市股价最高的科技股为卓胜微，最新收

盘价为433.99元，圣邦股份、汇顶科技目前股价超200

元，分比为255元、216.59元。卓胜微为今年6月份上市

新股，上市以来累计涨幅达756.23%。

与去年年末时相比，两市尚无百元科技股。Wind

数据显示，2018年12月31日，两市仅有5只百元股，分

别为贵州茅台、长春高新、吉比特、迈为股份、迈瑞医

疗。

此前， 市场质疑机构在科技龙头上超配较多，未

来一个月处于业绩空窗期， 无新的盈利数据支撑，重

仓股估值继续爬升的阻力较大。 然而在质疑声中，12

月以来科技股表现可圈可点。

再往前看，11月各大券商密集发布2020年展望时，普

遍认为科技成长股行情仍是确定性主线。如招商证券

策略研究就认为，2020年最强主线依然来自于5G带

来的新科技周期。因此，有市场人士表示，基于明年预

期，科技股跨年度行情料已开启。

在A股历史上，有着“茅台魔咒” 一说，指的是凡

是股价超过茅台的股票， 总是会在短暂超越之后，股

价便大幅下跌， 甚至一蹶不振。 比如，2016年5月19

日，中科创达股价创历史新高258.5元，超过了贵州茅

台，此后股价更是一路上涨至当年6月8日的335.8元，

创历史最高， 同日贵州茅台的最高价仅277.86元，随

后中科创达便迎来了近一年的持续调整。

那么，眼下如火如荼的科技股行情，能否产生一

只打破“茅台魔咒”的个股？

招商证券策略研究指出， 当前社会正处在5G技

术变革带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进程中。根据前面

几轮科技周期的经验，大科技周期下，科技领域的细

分龙头会出现众多的五倍股和十倍股， 而5G时代中

国的主导力量将大于过去任何一轮通信技术革命带

来的新科技周期，因此新技术革命将是A股孕育大牛

股的摇篮。

市场风险偏好提升

12月10日，沪指上涨0.1%，报2917.32点，日K线

七连阳。深成指报9915.87点，涨0.40%；创业板指数报

1734.02点，涨0.75%。 两市合计成交4666亿元，行业

板块涨跌互现，科创板股票全线上涨，华兴源创再度

涨停，卓易信息涨幅超40%。

上证指数日线七连阳走势，与月初券商较为悲观

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A股12月行情走好，存

在诸多积极因素。 东莞证券策略研究报告指出，整体

来看，随着政策持续推进，年底经济面或适度走稳，有

助于稳定市场信心， 而外部环境也有望适度明朗，年

底北向资金持续净流入， 外资加大A股配置力度，有

助于资金面平稳，大盘经过震荡反复，抛压释放较为

充分，年线仍构成中长期支撑。

对于眼下行情，新时代证券策略分析师樊继拓指

出，9月中旬以来的技术性调整，可能已经结束。 A股

正在迎来“战略性看多的第二个买点” 。 他认为，9月

中旬以来的调整，主要是前期利多兑现后，获利盘较

多和仓位调整需要带来的调整，虽然调整幅度比大部

分投资者预期的小，但是很有可能已经结束。 其他的

问题可以在上涨中消化，而不是先消化再上涨。 建议

投资者提高仓位，增加弹性板块的配置比例。

“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有望进入风险偏好提升的

时间窗口。 ” 中银国际证券策略分析师王君表示，随

着稳增长加码节奏明确，机构投资者存在加速布局明

年市场的可能性，12月内资布局行情有望带来增量资

金。

关注两主线机遇

2019年， 科技股行情持续走强，PCB、 华为产业

链、TWS耳机等细分领域， 孕育出不少趋势牛股，展

望2020年，科技品种该如何布局？

兴业证券策略研究表示，2020年是5G建设放量

之年。 5G将带来两方面改进：一是5G终端，5G换机周

期将持续2-3年，有望带动消费电子、半导体均复苏。

二是5G网络衍生应用端， 企业级通信发展空间仍然

巨大。

国金证券表示，在5G时代，电子设备承载的数据

量成倍增加，智能手机一个数据入口已经无法满足铺

天盖地的信息量，因此近两年来可穿戴设备逐渐成为

智能手机分流信息的重要设备，主要设备包括无线耳

机、智能手表和智能眼镜等。

国信证券表示，展望2020年，5G时代将至，IDC、

服务器、网络安全、车联网、AI等行业有望进入全新发

展阶段。 同时计算机行业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领域之

一，广阔的发展空间、快速的业绩成长将持续激发市

场投资热情，建议关注网络安全、云计算、安全可控、

医疗信息化、知识产权保护等高景气细分领域。

此外，市场对于跨年行情预期开始升温，在此阶

段，投资者又该如何布局？王君建议关注两主线。主线

一：市场风险偏好上行周期高贝塔属性科技及券商板

块存在超额收益机会。无论从自上而下的周期定位还

是从自下而上的产业周期， 明年5G产业链为代表的

成长周期业绩放量为明年最为确定的配置方向之一。

消费电子为代表的成长周期板块一季报业绩存在超

预期可能， 一旦市场风险偏好短期上行趋势确立，存

在一定抢跑行为。 风险偏好上行窗口期，建议把握高

贝塔属性的券商板块超额收益机会。 主线二：低估值

高股息板块的配置机会。 从增量资金角度来看，低估

值提供的安全边际将成为资金跨年行情配置首选。按

照当前行业股息率及估值水平，银行、地产、交运、公

共事业等板块配置性价比较高。 低估值提供安全边

际，盈利预期回暖有望提供上行弹性。 年末配置行情

预期下，高股息板块有望成为绝对收益投资者底仓配

置。

’

‘

证券简称 最新收盘价（元） 年内至今涨跌幅（%） 总市值（亿元） 市盈率（TTM、倍） 申万一级行业

贵州茅台 1,164.40 100.28 14,627.17 35.74 食品饮料

长春高新 438.00 150.95 745.09 52.90 医药生物

卓胜微 433.99 756.23 433.99 124.81 电子

吉比特 307.60 117.56 221.11 24.96 传媒

圣邦股份 255.00 384.79 264.24 174.54 电子

汇顶科技 216.59 176.18 987.07 46.21 电子

兆易创新 199.11 220.66 639.29 131.18 电子

迈瑞医疗 180.60 66.48 2,195.54 48.86 医药生物

乐鑫科技 172.00 33.22 137.60 109.71 电子

壹网壹创 166.05 201.09 132.84 72.01 传媒

南微医学 164.60 48.95 219.48 85.64 医药生物

富瀚微 156.93 74.65 69.75 84.06 电子

韦尔股份 154.50 427.46 1,334.36 4,764.95 电子

金山办公 151.50 19.91 698.42 228.68 计算机

移远通信 150.00 137.12 133.77 81.77 通信

深南电路 147.00 121.53 498.86 45.70 电子

柏楚电子 143.51 -41.16 143.51 67.62 计算机

心脉医疗 138.65 -12.41 99.80 78.52 医药生物

迈为股份 130.98 9.95 68.11 31.86 机械设备

五粮液 130.86 161.68 5,079.47 30.91 食品饮料

帝尔激光 129.09 55.90 85.36 30.85 机械设备

凯莱英 127.45 88.73 294.90 55.23 医药生物

安集科技 123.00 -37.25 65.32 109.59 电子

古井贡酒 122.72 130.52 537.22 28.33 食品饮料

新媒股份 119.76 129.95 153.73 47.14 传媒

左江科技 118.74 283.90 80.74 111.47 计算机

安恒信息 116.31 47.12 86.16 96.04 计算机

深信服 114.74 28.27 469.22 77.79 计算机

诚迈科技 114.10 424.56 91.28 773.30 计算机

中新赛克 113.82 41.49 121.47 54.09 计算机

值得买 107.97 163.86 57.58 48.25 传媒

海天味业 107.16 57.50 2,893.72 57.09 食品饮料

锐科激光 105.87 15.86 203.27 58.36 电子

通策医疗 103.95 118.98 333.31 73.03 医药生物

闻泰科技 100.64 376.29 1,047.33 137.64 电子

安图生物 100.61 108.34 422.56 61.29 医药生物

片仔癀 100.39 16.46 605.67 45.47 医药生物

宝兰德 100.14 -0.06 40.06 72.56 计算机

减产“徒有虚名” 油价难获提振

□本报记者 马爽

在上周五外盘油价大涨提振下， 本周以来国内原

油期货显著走高， 主力2001合约一度触及逾两个半月

以来新高468.7元/桶。 分析人士表示，原油市场年底聚

焦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会议落幕，欧佩克及部

分独立产油国同意在2020年初将原油减产幅度提高至

50万桶/日，一度刺激油价快速走升。 但从深度层面来

看，减产更多只是“口号” ，实际意义不大，因此对油价

走势的提振作用恐有限。

减产结果暗藏“猫腻”

本周以来，国内原油期货获提振大涨。 文华财经数

据显示，12月10日， 原油期货主力2002合约盘中最高

升至468.7元/桶，创下9月18日以来新高，收报466.7元/

桶，涨1.21%，本周以来累计上涨2.12%。

此次原油价格大涨源于此前欧佩克及部分独立产

油国同意在2020年初将原油减产幅度提高至50万桶/

日。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原油首席分析师隋晓影介绍，

12月5日的欧佩克会议超时6小时后才结束， 意味着各

国之间分歧可能较大。 12月6日晚间，减产联盟达成在

明年一季度减产50万桶/日的结果，同时沙特方面自愿

多减产40万桶/日， 加上前一轮减产120万桶/日的额

度，合计减产额度达到210万桶/日。

“虽然这样的结果有些超预期， 但仔细分析来看，

似乎暗藏了一些‘猫腻’ 。”隋晓影表示，从此轮原油减

产额度中可以看出， 沙特和俄罗斯两国承担的减产份

额更多一些，因此这两个国家将是减产的关键。

“沙特在2019年前10个月一直是超额减产，10月

份原油产量较减产目标高出42.1万桶/日， 而新一轮减

产份额仅为16.7万桶/日， 加上这部分沙特仍是超额减

产，即便如沙特所说再自愿多减产40万桶/日，那么按

照10月份的产量， 沙特只要再减产14.6万桶/日就能轻

松达成减产承诺。 因此，说沙特看似‘牺牲’ 了很多，实

际上都是‘表面工程’ 。 再看俄罗斯，减产仅7万桶/日，

凝析油被妥妥地排除在外，这部分产量达到70万桶-80

万桶/日，这样的话，俄罗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增

产凝析油，对其也没有什么损失。 ”隋晓影表示。

油价底部将更加稳固

进一步来看，隋晓影分析，此次减产联盟看似达成

了深化减产协议，但各大产油国都不傻，石油产业都是

这些产油国的经济支柱， 谁都不愿平白无故牺牲份额

且得不到太多的利益。 近两年，沙特财政平衡油价超过

80美元/桶，且由于油价下跌，沙特外汇储备大幅下降，

从2015年初的7000多亿美元降至目前的不足5000亿

美元，即便沙特再努力，在当前的经济、需求环境以及

页岩油顽强增长的环境下， 沙特凭一己之力也很难将

油价推到80美元/桶以上。 因此，保份额似乎比推升油

价更容易且是当下相对较好的策略。

从油价走势来看，隋晓影表示，去年底那轮减产让油

价上涨持续差不多有4个月时间，但当时油价在上涨之前

是经历近3个月下跌，且跌幅较大，也就是说年初那轮油

价上涨起点较低，市场聚集了大量做多动能。 反观此轮减

产，减产幅度相对较小且时间较短，市场需求环境较差，

预计此轮减产对市场供需环境的改善将十分有限， 且当

前油价并没有处在较低位置， 过去几个月市场似乎已在

弱需求和弱供给中寻找到了平衡。 因此，本轮减产后，对

油价走势来说，无论是短期还是中期，提振作用都比较有

限，当前油市这种平衡似乎很难打破。

南华期货原油研究员袁铭也表示， 此次欧佩克会

议并未延长减产协议期限， 还是由于全球经济和石油

需求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产油国需要更多时间来观察。

总体来看， 此次协议一如既往在原油供给端做出了约

束， 油价底部将会更加夯实， 但布伦特油价能否突破

60-65美元/桶区间，还要看需求端表现或明年1月开始

的新减产协议落实情况。 短期来看，油价仍将维持在箱

体波动，欧佩克会议结束后，宏观扰动事件进展将会成

为接下来市场的关注点。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92.12 92.1 0.02 0.02

商品期货指数 1053.14 1053.57 1057.6 1052.04 1053.64 -0.08 -0.01

农产品期货指数 876.2 875.28 877.68 872.65 875.56 -0.28 -0.03

油脂期货指数 513.34 511.38 515.45 508.22 512.47 -1.09 -0.21

粮食期货指数 1157.44 1162.57 1167.19 1156.83 1157.08 5.49 0.47

软商品期货指数 772.71 773.6 775.81 771.81 772.97 0.63 0.08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96.59 1098.54 1103.9 1096.01 1097.86 0.68 0.06

能化期货指数 628.89 629.17 633.14 628.65 629.47 -0.3 -0.05

钢铁期货指数 1396.45 1396.63 1409.96 1391.82 1398.46 -1.83 -0.13

建材期货指数 1136.24 1136.64 1141.77 1134.46 1136.35 0.29 0.03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农期综指 927.29 929.85 924.17 925.76 -0.93 927.56

农基综指 783.91 783.91 780.03 782.25 -2.96 7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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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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持续高景气

工程机械龙头股稳步上扬

□本报记者 牛仲逸

近期科技股的强势表现，吸引着投资者的大部分目光，然而部分工程机

械板块龙头股价不断走高，却并未受到市场太多关注。事实上，今年以来，在

行业持续高景气度支撑下，工程机械板块内不少个股走出趋势慢牛的态势，

如三一重工、恒立液压、艾迪精密等。

市场人士表示，2019年以挖掘机为代表的工程机械销量继续维持增长

态势，带来龙头企业业绩高增长。 工程机械板块整体估值在历史低位，龙头

标的目前仍兼具估值和业绩弹性。

11月挖掘机销量超预期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2019年11月纳入统计的25家挖掘机制

造企业共销售各类挖掘机19316台，同比增长21.7%。 国内市场销量17159

台， 同比增长21.2%。 出口2157台， 同比增长25.6%。 1-11月累计总销量

215538台，同比增长15%；累计内销191839台，同比增长12.8%；累计出口

23699台，同比增长36.6%。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11个月的销量水平，已超

越2018年全年20.3万台的销量水平。

业内人士表示，国内工程机械市场韧性强劲，在基建托底、更新需求、人

工替代三大因素作用下，行业周期性正在减弱，内生动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渤海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张冬明表示， 行业高景气的支撑因素来自四

方面。 一是房地产和基建固定资产投资额明显提升，下游需求显著回暖；二

是2011年左右购置的工程机械已经到了置换周期，更新需求强烈；三是环

保要求日益严格，不满足排放标准的车辆受到作业限制；四是“一带一路”

因素有力带动了工程机械出口。

招商证券预计，2020年，工程机械整体销量将依然保持增长，其中挖掘

机和起重机械预计2020年稳中有增，2020年公路、 铁路等基建项目开工仍

将较为景气，人工替代趋势也让微挖、小挖等产品需求持续增加。

行业龙头受青睐

经过行业低迷期的洗牌，工程机械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整体盈利水

平改善较明显。 11月份三一重工挖掘机销量5034台，同比增长30%，增速高

于行业约8个百分点。

市场普遍预期，未来随着国产龙头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产品性价比优

势进一步凸显及服务体系完善，市场份额还将进一步扩张。

中信建投表示，在基建上行、地产韧性的加持下，叠加环保升级、治超、

机龄等因素的推动，判断工程机械行业2020年还将保持正增长。 而龙头主

机厂商在受益于行业增长的同时，自身在各自优势领域的竞争优势提升、业

绩现金含量较高、海外拓展稳步推进助力长期增长。

“国产龙头份额持续提升贯穿本轮周期。 ” 东兴证券行业研究表示，自

主品牌挖掘机的崛起是最近十余年行业变化的重要趋势，随着三一、徐工等

国产品牌的崛起，国产挖掘机品牌具备较大服务和产品优势，未来市占率有

望继续提升。目前工程机械整体估值在历史低位，工程机械龙头标的目前仍

具备兼具估值和业绩弹性，板块资产负债表持续改善，现金流和营业周期明

显好转，后续仍有估值修复空间。

利多因素不断累积

铜价有望迎来高光时刻

□本报记者 张利静

近期，“铜博士” 低位企稳反弹，截至本周二白天收盘，沪铜主力2002

合约收报48690元/吨，涨幅1.37%，创下4月30日以来新高。 分析人士表示，

当前铜市面临宏观政策利多、供需形势改善、库存下降等多重利多因素，未

来价格有望持续获得支撑。

供需形势改善

东吴期货有色分析师张华伟表示，11月中旬以来，铜价出现震荡回升，

主要在于前期的宏观扰动事件出现缓和、全球制造业萎缩势头得到遏制、全

球铜显性库存出现下滑以及中国市场铜需求前景改善。

铜市供需改善形势已经在库存层面有所显现。中信证券研究指出，近期

铜库存趋势下行，上周，LME铜库存单周环比下降7%至193800吨，已连续

第九周下降，九周累计下降94625吨。 中信证券研究认为，从宏观来看，近期

全球宏观经济数据总体表现一般， 全球央行陆续行动并正式确立了全球流

动性宽松趋势，预计金属价格有望得到支撑，建议持续关注基本金属板块走

势。 从基本面来看，根据上海有色网调研数据，10月电线电缆企业开工率为

93.26%，同比上升7.05个百分点，下游消费有回暖迹象，铜库存总体下行，供

需基本面有望逐步改善。 此外，考虑到美元指数走势趋弱，预计美国宏观经

济数据中长期趋弱，美元指数或将长期承压，以美元计价的基本金属价格有

望得到支撑。

铜价继续上行

从供需形势来看，张华伟分析，供应方面，未来铜市场仍将呈现偏紧格

局。 目前，三大交易所总库存处于近几年来同期的最低水平，其中上海保税

区库存降至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全球最大的铜供应国智利局势混

乱，虽然目前并未对铜矿开采和运输造成实质性影响，但不排除未来会对供

应链造成冲击。 另外，中国主要冶炼厂商与全球主要矿商达成的2020年铜

精矿长单TC（粗加工费）较今年大幅下滑，说明2020年矿供应仍偏紧。 且

预计短期矿山产出难有大的增长，中国废铜进口量将会进一步压缩。

需求端方面，他表示，进入四季度后，我国汽车、家电销售情况有所好

转。电线、电缆企业开工率同比大幅上升，随着年末基建投资发力，铜需求前

景将改善。此外，房地产行业进入后周期时代，地产竣工进入回升阶段，将拉

动家电需求。 综合供需形势来看，他预计12月到明年上半年，铜价重心将会

继续抬升。

申银万国期货分析师李野表示，由国内情况来看，目前国内铜产业链供

求大致平衡，现货出现升水，但值得注意的是电网和电源投资延续好转，导

致产业链下游需求延续回升；家电产量维持稳定，汽车延续低库存，但产销

仍为负增长，并且恢复缓慢。 全球铜库存整体呈现逐步下降趋势，总体上利

多因素逐步累积，目前铜价已触及波动区间上沿，未来存在继续走高并打破

区间波动的可能。

百元股阵营扩军

科技巨头占半壁河山

□本报记者 牛仲逸

新技术革命催生科技牛股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10日，沪深两市共有

38只百元股，从行业属性看，这38只百元股中共有20

只个股属于电子、通信、计算机板块。也就是说在目前

A股的百元股阵营中，科技股占了半壁江山。

目前，两市股价最高的科技股为卓胜微，最新收

盘价为433.99元，圣邦股份、汇顶科技目前股价超200

元，分别为255元、216.59元。卓胜微为今年6月份上市

新股，上市以来累计涨幅达756.23%。

与去年年末时相比，两市尚无百元科技股。Wind数

据显示，2018年12月31日，两市仅有5只百元股，分别为

贵州茅台、长春高新、吉比特、迈为股份、迈瑞医疗。

此前， 市场质疑机构在科技龙头上超配较多，未

来一个月处于业绩空窗期， 无新的盈利数据支撑，重

仓股估值继续爬升的阻力较大。 然而在质疑声中，12

月以来科技股表现可圈可点。

再往前看，11月各大券商密集发布2020年展望

时，普遍认为科技成长股行情仍是确定性主线。 如招

商证券策略研究就认为，2020年最强主线依然来自于

5G带来的新科技周期。 因此，有市场人士表示，基于

明年预期，科技股跨年度行情料已开启。

在A股历史上，有着“茅台魔咒” 一说，指的是凡

是股价超过贵州茅台的股票， 总是会在短暂超越之

后，股价便大幅下跌，甚至一蹶不振。比如，2016年5月

19日，中科创达股价创历史新高258.5元，超过了贵州

茅台， 此后股价更是一路上涨至当年6月8日的335.8

元，创历史最高，同日贵州茅台的最高价仅277.86元，

随后中科创达便迎来了近一年的持续调整。

那么，眼下如火如荼的科技股行情，能否产生一

只打破“茅台魔咒”的个股？

招商证券策略研究指出， 当前社会正处在5G技

术变革带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进程中。根据前面

几轮科技周期的经验，大科技周期下，科技领域的细

分龙头会出现众多的五倍股和十倍股， 而5G时代中

国的主导力量将大于过去任何一轮通信技术革命带

来的新科技周期，因此，新技术革命将是A股孕育大

牛股的摇篮。

市场风险偏好提升

12月10日，沪指上涨0.1%，报2917.32点，日K线

七连阳。深成指报9915.87点，涨0.40%；创业板指数报

1734.02点，涨0.75%。 两市合计成交4666亿元，行业

板块涨跌互现，科创板股票全线上涨，华兴源创再度

涨停，卓易信息涨幅超40%。

上证指数日线七连阳走势，与月初券商较为悲观

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上，A股12月行情走好，存

在诸多积极因素。 东莞证券策略研究报告指出，整体

来看，随着政策持续推进，年底经济面或适度走稳，有

助于稳定市场信心， 而外部环境也有望适度明朗，年

底北向资金持续净流入， 外资加大A股配置力度，有

助于资金面平稳，大盘经过反复震荡，抛压释放较为

充分，年线仍构成中长期支撑。

对于眼下行情，新时代证券策略分析师樊继拓指

出，9月中旬以来的技术性调整，可能已经结束。 A股

正在迎来“战略性看多的第二个买点” 。 他认为，9月

中旬以来的调整，主要是前期利多兑现后，获利盘较

多和仓位调整需要带来的调整，虽然调整幅度比大部

分投资者预期的小，但是很有可能已经结束。 其他的

问题可以在上涨中消化，而不是先消化再上涨。 建议

投资者提高仓位，增加弹性板块的配置比例。

“未来一段时间， 市场有望进入风险偏好提升的

时间窗口。 ”中银国际证券策略分析师王君表示，随着

稳增长加码节奏明确， 机构投资者存在加速布局明年

市场的可能性，12月内资布局行情有望带来增量资金。

关注两主线机遇

2019年， 科技股行情持续走强，PCB、 华为产业

链、TWS耳机等细分领域， 孕育出不少趋势牛股，展

望2020年，科技品种该如何布局？

兴业证券策略研究表示，2020年是5G建设放量

之年。 5G将带来两方面改进：一是5G终端，5G换机

周期将持续2-3年， 有望带动消费电子、 半导体复

苏。 二是5G网络衍生应用端，企业级通信发展空间

仍然巨大。

国金证券表示，在5G时代，电子设备承载的数据

量成倍增加，智能手机一个数据入口已经无法满足铺

天盖地的信息量，因此近两年来可穿戴设备逐渐成为

智能手机分流信息的重要设备，主要设备包括无线耳

机、智能手表和智能眼镜等。

国信证券表示，展望2020年，5G时代将至，IDC、

服务器、网络安全、车联网、AI等行业有望进入全新发

展阶段。 同时计算机行业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领域之

一，广阔的发展空间、快速的业绩成长将持续激发市

场投资热情，建议关注网络安全、云计算、安全可控、

医疗信息化、知识产权保护等高景气细分领域。

此外，市场对于跨年行情预期开始升温，在此阶

段，投资者又该如何布局？王君建议关注两主线。主线

一：市场风险偏好上行周期高贝塔属性科技及券商板

块存在超额收益机会。 无论从自上而下的周期定位还

是从自下而上的产业周期，明年5G产业链为代表的成

长周期业绩放量为明年最为确定的配置方向之一。 消

费电子为代表的成长周期板块一季报业绩存在超预

期可能，一旦市场风险偏好短期上行趋势确立，存在

一定抢跑行为。 风险偏好上行窗口期，建议把握高贝

塔属性的券商板块超额收益机会。 主线二：低估值高

股息板块的配置机会。 从增量资金角度来看，低估值

提供的安全边际将成为资金跨年行情配置首选。 按照

当前行业股息率及估值水平，银行、地产、交运、公共

事业等板块配置性价比较高。 低估值提供安全边际，

盈利预期回暖有望提供上行弹性。 年末配置行情预期

下，高股息板块有望成为绝对收益投资者底仓配置。

� 进入12月，科技股并未出现市

场此前预期的调整走势， 反而呈现

出细分领域活跃、 个股新高不断的

现象。在科技股带领下，上证指数也

迎来了七连阳。

值得注意的是， 科技股作为三

四季度的结构行情主线， 不少个股

累计涨幅显著。去年年末时，两市尚

无百元科技股， 而截至12月10日，

科技百元股数量已达到20只（以通

信、电子、计算机三行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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