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关注 疫情影响

从调研问 题来看，与疫情 相关的话 题是当 前券商 最为关 心的，包括 公司业 务受到 疫情多大 影响、相 关医疗 产品价 格变化、公 司复产 复工情 况等。 疫 情导致线 上教育 、云办公需求暴涨 ，一些公司未来 在教育 领域布局也成券 商询问 热点。
例如，以血 液制品 业务为 主的博雅 生物被 问及血 制品价 格趋势。 对 此公司 表示，疫情期间公 司不会涨价；疫情过后，市场原则 占主导 地位。 从整体情 况来看，预计会有 一定的 上涨，但最终价格还是由 市场供求关系来 决定。
高科技医疗设备研发制造厂商迈瑞医疗被问及公司目前的复产复工情况如何。 对此，公司表示，春节期间迈瑞制造中心提前复工的员工人数达到1400多名，此外，物流、销售、商务、技术支持等人员也提前复工支持产品发货和交付。 公司深圳总部及光明制造中心于2月3日开始正式上班，为了能尽早生产、发货并安装交付设备，以有效支援医务人员工作。
国内领先的智慧城市领军企业万达信息，被问及未来公司在教育领域的业务布局计划，以及如何考虑在第一课堂的在线教育市场发力。对此公司表示，将重点加强成熟产品和模式的输出以及生态合作体系的建立，紧密围绕数据核心来推动教育服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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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慢牛 趋势不改

■ 2020年2月12日 星期三 ■ 责编：董凤斌 美编：苏振 电话：010-63070223

展望后市 ，还有哪 些板块 蕴藏布局 良机？
国 都 证券 认 为 ， 疫 情 短期 冲击 不 改 中期 慢 牛 趋 势 。 预 计 全 年 机会 或 聚 焦于 特斯 拉 电 动车 产 业 链 、5G+AIoT 及 其 内容 应 用（云 游 戏、 高清 视 频 等 ） 两 大科 技 主 线 ， 以 及 符合 中 国 经 济转 型 、 高 质量发 展的 绩 优 消费 股， 如 文 体娱 休 闲 服务 、养 老 医疗 大 健 康 板 块 。
招商证券 认为，如 果疫情 缓和，在稳 增长预 期下，受 政策影响较大的 金融、地产、建筑 、汽车等板 块关注 度提升 ；TMT中5G建 设相关通 信领域 将会占 优，前期 受冲击较 大的航 空、酒店 等板块也 有望迎 来布局 。 从中长 期来看，5G技 术加持 和信息 化需求 的增加将 带领科 技板块 成为未来 几个季 度持续 景气向上的方向 ；稳增长政策下金融、地 产、建筑、汽 车等低 估值板块也需要 逐渐加大关注。

在线概念股还能火多久

券商调研热情升温
中小板公司仍是“心头好”

□本报记者 张枕河
近日，“
宅经济” 催生了一批在线
概念股，不仅包括以往的电商股，还包
括在线教育、在线办公、游戏等板块。
然而，业内人士认为，展望未来，随着
疫情趋稳，这些在线概念股也将出现
分化，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还是具有
业绩支撑的标的。

‘

多家公司提示风险

近期， 券商调研上市公司热情持续升
温。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11日，今年以来
券商累计调研上市公司1271次，较上年同期
增逾20%。 整体而言，中小板公司仍是券商
调研的“心头好” ，创业板被调研的公司数
量及占比均较上年同期增长。
展望后市，多家券商分析指出，疫情短
期冲击不改中期慢牛趋势，预计全年机会或
聚焦于特斯拉电动车产业链、5G技术、文体
娱休闲服务、养老医疗大健康等行业板块。

’

□本报记者 胡雨

生物医药最受青睐
Wind 数据显示，截至2月11日，今年以来累计
有119家券商调研上市公司合计1271次， 较去年同
期1051次增长20.93%，包括内资券商、合资券商和
海外券商在内的各路投资机构纷至A股掘金。 调研
上市公司次数最多的三家券商分别是中信证券、安
信证券和天风证券， 三家券商调研次数分别为62
次、49次、45次， 涉及个股数量分别为54只、37只、
38只。
从目标来看， 中小板依旧是诸多券商调研的
“
心头好” ，但是创业板被调研个股数量及占比均较
上年同期增长。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11日，年内
券商累计调研中小板、 创业板公司次数分别为512
家次、377家次， 占调研总次数比例分别为40.28%、
29.66%；2019年同期，券商累计调研中小板、创业板
公司次数分别为489家次、245家次， 占调研总次数
比例分别为46.53%、23.31%。
从调研个股看，迈瑞医疗、博雅生物、美亚柏科
是今年以来接待调研券商数量最多的个股，前来调
研的证券公司分别有40家、40家、38家。 三只个股今
年以来接待包括证券公司、公募私募在内的投资机
构分别有374家、290家、192家， 在沪深两市所有被
调研个股中也是占据前三。
从行业看，上述三只个股分别属于医疗保健设
备行业、生物科技行业和应用软件行业。 梳理发现，
今年以来接待券商调研家数较多的个股，多数分属
于生物医药、信息技术、互联网软件等三大板块，消
费、教育、制造业板块多只个股也被券商看好。
多数被调研个股今年以来股价出现上涨。
Wind 数据显示，截至2月11日收盘，被券商调研的
264只个股中，有165只股价较今年年初上涨，占比
达62.5% ；126只个股涨幅在10% 以上，85只个股涨
幅在20%以上，18只个股涨幅在50%以上；165只上
涨个股平均涨幅达25.66%。

重点关注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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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最为关心的，包括公司业务受到疫情多大影响、相
关医疗产品价格变化、公司复产复工情况等。疫情导
致线上教育、云办公需求暴涨，一些公司未来在教育
领域布局也成券商询问热点。
例如， 以血液制品业务为主的博雅生物被问及
血制品价格趋势。对此公司表示，疫情期间公司不会
涨价；疫情过后，市场原则占主导地位。 从整体情况
来看，预计会有一定的上涨，但最终价格还是由市场
供求关系来决定。
高科技医疗设备研发制造厂商迈瑞医疗被问及
公司目前的复产复工情况如何。 对此，公司表示，春
节期间迈瑞制造中心提前复工的员工人数达到1400
多名，此外，物流、销售、商务、技术支持等人员也提
前复工支持产品发货和交付。 公司深圳总部及光明
制造中心于2月3日开始正式上班，为了能尽早生产、
发货并安装交付设备，以有效支援医务人员工作。
国内领先的智慧城市领军企业万达信息，被问及
未来公司在教育领域的业务布局计划，以及如何考虑
在第一课堂的在线教育市场发力。对此公司表示，将重

点加强成熟产品和模式的输出以及生态合作体系的
建立，紧密围绕数据核心来推动教育服务升级。

中期慢牛趋势不改
展望后市，还有哪些板块蕴藏布局良机？
国都证券认为，疫情短期冲击不改中期慢牛趋
势。 预计全年机会或聚焦于特斯拉电动车产业链、
5G+AIoT 及其内容应用（云游戏、高清视频等）两
大科技主线，以及符合中国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
的绩优消费股，如文体娱休闲服务、养老医疗大健
康板块。
招商证券认为， 如果疫情缓和， 在稳增长预期
下，受政策影响较大的金融、地产、建筑、汽车等板块
关注度提升；TMT 中5G建设相关通信领域将会占
优，前期受冲击较大的航空、酒店等板块也有望迎来
布局。 从中长期来看，5G技术加持和信息化需求的
增加将带领科技板块成为未来几个季度持续景气向
上的方向；稳增长政策下金融、地产、建筑、汽车等低
估值板块也需要逐渐加大关注。

今年以来被券商调研涨幅较高个股
证券简称
奥美医疗
虹软科技
立昂技术
大立科技
会畅通讯
高德红外
浩云科技
深康佳A
亚光科技
奥特佳
华特气体
安洁科技
方直科技
捷捷微电
宇信科技

今年以来涨幅（%）
120.24
97.29
96.19
86.97
86.91
85.48
85.00
83.30
81.16
78.09
67.14
66.71
59.62
59.16
56.05

调研券商家数
1
3
1
1
7
2
13
1
11
3
2
1
2
2
15

市盈率（TTM）
63.60
209.32
97.73
79.79
161.55
135.17
66.36
44.65
68.94
-27.38
99.80
42.36
119.38
75.73
81.00

所属Wind行业
医疗保健设备
应用软件
通信设备
电子设备和仪器
非传统电信运营商
电子设备和仪器
信息科技咨询与其它服务
消费电子产品
航天航空与国防
机动车零配件与设备
工业气体
电子元件
应用软件
半导体产品
信息科技咨询与其它服务

从调研问题来看，与疫情相关的话题是当前券

数据来源/Wind

机构看好科技成长板块配置价值
□本报记者 赵中昊

今年以来部分申万一级行业涨幅

春节以来，新冠疫情引发市场关注。 有券商预计，
在全国强有力的调控下，到2月底至3月初，疫情负面
影响可能进入逐步消退阶段。 机构人士认为，A股长
期逻辑并未随疫情的变化而改变，云计算、半导体、新
能源汽车、医疗信息化等科技成长板块仍然具有中长
期配置价值。

A股长期逻辑未变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在全国强有力的调控下，
疫情影响有可能在2 月底至3 月初进入逐步消退的
阶段。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宏观经济政策或将继
续保持宽松的环境， 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将进一步
增大。
兴业证券认为，随着央行流动性宽松操作、公募
基金积极自购、多地扶持中小微企业，市场短期情绪
受到明显提振，逐步回归基本面。 市场行情短期可能
受到一些外部因素扰动， 但中长期看当前还是底部
区域，投资者需精挑细选好股票、积极布局“好赛
道” 。 长期来看，来自国家重视、居民配置、机构配
置、全球配置的“四重奏” 使得权益市场配置价值得
以彰显，A股市场正经历第一轮长牛。
华鑫证券认为，各地联防联控机制以及严格管理
等防控措施正在发挥作用。 疫情的转好有助于社会全
面复工的来临，再度提振市场信心。 外资机构对疫情
的影响解读也是偏向正面，短期停工的影响无碍全年
经济的平稳运行。 总体而言，看好A股中长期行情，但
投资者也应注意短期的市场波动。
渤海证券认为，现阶段上证指数估值处于相对低
位，调整压力并不大。 考虑到疫情终将过去，且随着生
产生活的恢复， 消费倾向最终会回归到常态化水平。
无论A股的定位，还是资金的中长期流入趋势都较难
因为疫情的出现而改变，因此，目前疫情的发展并不
会改变A股的中长期逻辑。

市场扫描 A07

11日， 部分近期涨势良好的在线
概念股出现回调。 Wind概念板块中，
云办公指数下跌3.99%，居于跌幅榜第
二位。此外，智慧医疗指数下跌2.69%，
网络游戏指数下跌2.07%，电子竞技指
数 下 跌 1.99% ， 在 线 教 育 指 数 下 跌
1.95%，互联网营销指数下跌1.79%。
实际上连日走强已经使得部分提
示风险的声音出现。 以部分在线教育
股为例，业内人士指出，在线教育最终
仍需要确保优质师资，待疫情逐步缓
解后，在一些关键领域效果可能还是
不如线下教育，因此追涨的投资者仍
需要保持谨慎。
日前部分在线教育相关公司也开
始提示风险。 立思辰在近日公布的公告
中提示，因疫情特殊性，线下恢复上课
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线下课程转线上，
增加线上课程的学员数量，同时可能导
致线上系统升级、维护等成本的增加。
昂立教育则称，公司线下业务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90%以上， 受疫情影
响，公司教育培训线下教学处于全面
停滞状态，公司将相关线下存量业务
转换到线上，未产生新增收入，且相关
转换会造成相应成本增加。 倘若线下

教学停滞时间持续较长， 可能将会对
公司春季、暑期课程招生产生影响，进
而影响公司收入； 目前公司业务仍以
线下培训为主， 在线教育业务尚未形
成规模性收入。

部分板块仍获看好
业内人士强调，从近期看，由于消
费者偏好于在家消费和办公， 部分在
线概念股短期仍具有潜力， 但从中长
期看， 投资者仍需关注企业自身业绩
和潜力等因素。
例如， 电商相关板块近期仍具有
空间。 标普全球评级在最新报告中表
示，中国活跃且成熟的电商市场，将帮
助抵消新冠疫情对零售销售的部分负
面影响。尽管疫情抑制家庭消费，但中
国规模庞大的电商结构或将为一季度
总体零售销售额提供支撑。 预计一季
度中国线下零售销售额将下降， 但线
上销售的增长将使得一季度总体零售
销售额免于下滑。
此外， 在线办公板块也被部分资
金看好。 近期，在A股、港股、美股市场
上， 一批与在线办公相关的中国上市
公司表现出色。民生证券认为，考虑到
工作场所以及公共交通人流密集、空
间狭小、空气流通差等特点，即便所在
地区没有强制要求， 短期内仍会有较
多企业建议员工在家办公。 在此背景
下，多人任务协同、文档在线编辑、视
频工作会议等远程办公需求将出现明
显增长。东方证券也在报告中表示，看
好视频通信行业在我国长期发展前
景。然而，也有专家强调，从中长期看，
也需要警惕在线办公板块在疫情缓解
之后的回调风险。

钢铁标的股期携手上涨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将回归基本面

2月11日，股票、期货市场钢铁板
块携手上涨。期货市场上，铁矿石期货
以逾4%的涨幅领涨； 股票市场上，钢
铁板块大幅走高， 截至收盘， 杭萧钢
构、甬金股份涨停。 分析人士指出，疫
情从情绪上对市场的影响正在消退，
基本面对行情的影响将继续加强，节
后首批地方债发行及复工带来的需求
增长预期为黑色系价格带来支撑。

地方债发行助推
2月11日，国内矿钢期货价格强势
上行，钢铁股同步大涨。 文华财经数据
显示，截至下午收盘，螺纹钢、铁矿石、
热 卷 期 货 主 力 合 约 分 别 涨 2.69% 、
4.40%、2.18%， 报3392元/吨、605.5元/
吨、3378元/吨。股市方面，Wind数据显
示，钢铁（中信）指数日内上涨1.44%，
其中，杭萧钢构、甬金股份涨停，安阳钢
铁涨逾8%，中信特钢涨逾7%。
分析人士指出，2月10日，春节后
首批地方债发行消息是黑色系资产价
格大涨背后的主要推手。 部分研究人
士指出， 地方债大量发行将带动基建
投资增速有力回升，有助稳增长预期，
且专项债有望拉动2020 年基建投资
增速至6.8%。 在此预期下，钢铁标的
资产价格大涨。
Wind数据显示，春节后第一批地
方债由北京市政府在2月10 日发行，
发行规模共计692亿元。 截至目前，财
政部共提前下达2020 年新增专项债
券额度达12900亿元， 其中东部地区
4676亿元、中部地区2914 亿元、西部
地区2410亿元。 地方债发行呈现快速
放量趋势。
“目前市场已经走出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情绪面影响， 逐渐开始反映
消息面、基本面等其他相关因素。 ” 有
业内人士指出， 有关部门正推动企业
尽早复产，钢材需求预期向好，目前除
疫情防控任务较重地区外， 确诊和疑
似病例增速都在放缓， 企业复工意愿
较为强烈。

从基本面看， 国金证券分析师倪
文祎指出，建筑业复工全面延后，钢厂
减产增多。截至目前，本次疫情影响逐
步开始显现。从供给端看，由于钢厂为
连续生产企业， 春节期间基本都为满
负荷生产。 而由于封城、封路，销售及
原料进厂受到影响， 近几日部分钢厂
陆续实施减产， 本周检修数量有所增
加，高炉利用率也有所下降。但考虑往
年春节前后钢厂都会有检修安排，且
如若后续需求启动， 也可通过利用率
提升来弥补产量。 因此，总体看，目前
疫情对供给影响相对较小。
此外，从需求端看，倪文祎分析，
不少省市已延后建筑业复工时间，预
计需求真正陆续启动时间将延至3月
上旬，2月市场成交有限。 此外，目前
市场普遍反馈，物流运输受限，特别是
对原料运输影响较大， 好在历史上钢
厂春节前普遍会增加原料库存，1月、
2月原料库存天数基本为全年最高。
但位于疫情严重地区的钢厂， 受交通
情况影响较大。从品种看，需求延后启
动对建材影响最大， 而板材类下游如
汽车、 机械类企业普遍2月10日逐步
复工， 部分需求有所推后但总量影响
有限。
“疫情对下游开工的影响不只是
在总量上，更是在结构上。南方和东部
大区的建材成交量占比超过80% ，湖
北、 上海和广东三个地区的汽车产量
占比30%左右。 因此疫情后的终端需
求较弱。 ” 宏源期货研究认为，目前黑
色系行情基本走完了情绪面的影响，
而接下来才真正是疫情对基本面的实
质性影响，且将反映到盘面上。有几个
因素值得注意： 首先是建材成交的冰
点迟迟未打开，库存将会大量积累，因
此成材的价格反弹力度有限， 未来更
有可能的是继续下探；其次，铁矿石的
供给量收缩很小， 外矿发运相对维持
稳定，而内部需求转弱，钢厂开始主动
检修。 “短期的反弹只是在基本面未
反映充分前的情绪造成的。 ” 他认为。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2月11日）

数据来源/Wind

科技成长板块获青睐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医疗应急体系和医疗信息化
体系建设将成为本次疫情之后补短板的重中之重，本
次疫情进一步强化了线上经济的应用，云计算、云办
公等体系将得到进一步推广，科技创新的力度也将进
一步加强。 除此之外，前期需求被压缩，疫情结束后重
新得到释放的行业也属于弹性最大的方向。 从当前市
场来看，计算机中的云计算、芯片中的半导体、新能源
汽车、医疗信息化等科技成长板块仍然是持续占优的
主导投资方向。
粤开证券认为， 当前科技成长板块强劲反弹的
演绎逻辑只是去年下半年的延续， 随着市场风险偏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好的下降， 资金更加扎堆于这些正向逻辑更充分的
板块，建议右侧布局科技与医药股，该类股票对此次
事件性因素相对免疫， 而且有着较好的业绩与正向
逻辑，仍然是市场投资的主线。 其中，特斯拉产业链、
面板、 苹果产业链及游戏等板块尤其值得关注。 此
外，消费与周期板块存在需求补偿性恢复的驱动，宜
在左侧布局。
华泰证券认为，当前，顺周期板块如煤炭、建筑、
银行、房地产、商贸等市净率估值基本处于历史最低，
建议超跌买入电动车、云计算、电子等科技股，但反弹
至此，部分顺周期板块的性价比已相对较高。 全年来
看，宜继续把握电动车、云计算、电子、工业机器人四
大主线。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商品综合指数
商品期货指数
农产品期货指数
油脂期货指数
粮食期货指数
软商品期货指数
工业品期货指数
能化期货指数
钢铁期货指数
建材期货指数

1018.06
860.54
505.13
1189.25
762.58
1043.54
584.07
1323.46
1089.19

90.69
1024.7
857.25
500.92
1188.27
761.91
1055.97
587.65
1360.93
1107.68

1030.13
862.43
508.16
1192.63
764.68
1060.99
588.75
1381.76
1125.32

1016.43
856.45
500.11
1187.24
760.19
1041.98
583.7
1321.74
1087.14

89.47
1016.08
860.32
506.3
1190.52
761.83
1041.71
584.47
1321.38
1087.54

1.22
8.62
-3.06
-5.38
-2.26
0.08
14.26
3.18
39.55
20.13

涨跌幅
(%)
1.36
0.85
-0.36
-1.06
-0.19
0.01
1.37
0.54
2.99
1.85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2月11日）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易盛农期指数 942.96
易盛农基指数 1237.77

最高价
946.33
12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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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价
940.74
1234.15

收盘价
942.55
1235.31

涨跌
-1.27
-2.28

结算价
942.99
123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