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商圈点8月金股 大消费扎堆“出镜”

本报记者 胡雨

8月首个交易日，A股市场走出“开门红” ，哪些金股值得投资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20家券商陆续公布了8月投资组合，最获看好的是伊利股份，美的集团、五粮液也受到多家券商力荐，大消费板块在8月券商推荐投资组合中占据相当份额。

展望后市，多家券商认为A股短期仍将处于蓄势震荡阶段，但中长期向好趋势不变。 就8月配置主线而言，除大消费板块外，还看好科技成长及周期板块，此外，军工板块也值得关注。

大消费继续获券商看好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3日，已有20家券商陆续公布了8月投资组合，覆盖的月度金股主要集中在大消费、科技、医药、军工、材料、机械制造等行业。

从被推荐次数最多的个股来看，8月最受券商看好的依旧是伊利股份，推荐券商包括川财证券、安信证券、中银证券、国盛证券、太平洋证券、民生证券共6家。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股份在7月也曾同时出现在7家券商的月度推荐组合中，整个7月公司股价累计上涨17.67%。 美的集团、五粮液分别被4家券商推荐，被推荐次数仅次于伊利股份，两家公司7月股价涨幅分别达到20.00%、27.10%。

从推荐理由看，国盛证券认为，历经近30年发展，伊利股份竞争壁垒突出，公司低温奶和奶粉业务预计后续有所突破，健康饮品有望中长期贡献增量。

东兴证券持续看好海外疫情背景下美的集团凭借产业链以及全品类经营的优势，空调、外销出货量加速增长；就五粮液而言，在高端酒市场不断扩容趋势下，公司行业龙头地位凸显，随着下半年经济复苏，高端白酒消费恢复，公司业绩弹性会释放出来。

从行业上看，上述3只个股均属于大消费板块，券商8月投资组合中对大消费板块持续看好，推荐的个股还包括今世缘、泸州老窖、海尔智家、欧派家居、洋河股份等。

除大消费板块外，被推荐次数较多的8月金股还包括卫星石化、顺丰控股、通威股份、山煤国际、华兰生物等，均被3家券商联合推荐；从行业分类看，这些个股分属化工、物流、农业、煤炭、生物科技行业。

蓄势震荡后仍将上行

7月A股股指冲高回落，波动明显，8月3日三大指数收涨，市场迎来8月开门红，两市成交额连续4个交易日破万亿元。 对于8月A股行情，多家券商认为短期或将处于蓄势震荡阶段，但中长期仍可相对乐观。

平安证券认为，A股市场在蓄势，中期向好趋势不变。 基本面环境方面，企业盈利逐渐修复；金融监管方面，监管层加大市场改革力度，同时释放出防范过快上涨泡沫的信号。

东兴证券认为，8月经济基本面的复苏及利好的政策导向将给股市一颗“定心丸” ，经济从疫后冲击走向复苏、货币政策中性偏紧，宏观政策环境组合还处于从复苏初期向中期缓慢爬升的阶段。 下半年国内外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8月预计将延续热点快速轮动与扩散的格局。

对于8月投资配置，整体看，除大消费板块外，多数券商还看好科技成长及周期板块，此外，军工板块也值得关注。

东兴证券建议8月布局高景气成长板块，具体包括三条主线：一是代表转型升级方向的产业，包括军工、电子和医药；二是具有长期成长逻辑的周期股，包括建材、工程机械、化工；三是寻找中报业绩高增长及疫情冲击之后有强烈修复预期的个股，例如石化、家电等。

太平洋证券建议关注金融和周期板块的补涨机会，推荐四条主线：低估值且业绩有持续改善空间的券商、保险；低估值且边际需求良好的地产、建材、煤炭、有色、机械；新基建如5G基建、云计算、电气设备、新能源汽车；可选消费中的汽车、消费电子、家电、影视影院、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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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8月3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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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3 86.12 0.11 0.13

商品期货指数

1143.25 1149.19 1150.94 1138.61 1144.48 4.71 0.41

农产品期货指数

867.4 876.11 877.39 866.89 866.65 9.46 1.09

油脂期货指数

526.76 541.68 543.96 526.69 526.02 15.65 2.98

粮食期货指数

1405.67 1411.21 1415.7 1395.16 1407.94 3.26 0.23

软商品期货指数

672.09 673.46 674.67 668.91 670.78 2.69 0.4

工业品期货指数

1167.62 1173.35 1175.09 1160.27 1169.36 3.98 0.34

能化期货指数

520.19 518.65 520.56 516.6 520.04 -1.39 -0.27

钢铁期货指数

1699.73 1733.58 1737.28 1692.86 1701.98 31.6 1.86

建材期货指数

1254.18 1269.27 1270.85 1251.32 1255.41 13.86 1.1

证券简称

7月

涨幅（%）

股价

（元）

市盈率

（TTM）

申万一级

行业

康华生物

298.21 951.50 264.27

医药生物

海汽集团

249.99 51.70 -458.81

交通运输

沈阳化工

222.98 10.14 -8.96

化工

君正集团

194.09 8.22 28.93

化工

光启技术

172.14 21.70 357.41

汽车

海利生物

169.08 51.41 2,822.24

农林牧渔

海顺新材

144.44 34.70 85.03

轻工制造

西藏药业

144.38 171.29 114.74

医药生物

正川股份

142.99 102.17 272.47

医药生物

鼎捷软件

138.67 35.45 194.16

计算机

新天绿能

132.74 11.80 33.67

公用事业

*ST

飞马

131.96 2.36 -0.31

交通运输

獐子岛

131.27 6.16 -12.68

农林牧渔

金达威

125.81 57.49 66.05

医药生物

保龄宝

124.20 19.12 181.03

农林牧渔

中船防务

122.53 39.75 14.12

国防军工

东安动力

122.47 10.89 659.49

汽车

帝科股份

120.95 91.42 110.20

电子

甘李药业

119.64 221.88 74.62

医药生物

经纬辉开

119.16 16.10 57.12

电子

北鼎股份

118.82 30.64 92.79

家用电器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897.96 908.18 896.45 907.15 13.39 903.34

易盛农基指数

1195.23 1207.93 1192.86 1206.39 17.82 1201.6

7月累计涨幅较高的个股（剔除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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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股溢价指数冲高

南向资金瞄准价值“洼地”

□本报记者 周璐璐

8月3日， 恒生沪深港通AH股溢价指数 （简称

“AH股溢价指数” ） 延续近日涨势， 盘中高见

136.97点， 创3月20日以来的逾四个月新高；7月以

来累计涨逾6%。

AH股溢价指数上升意味着与A股有着相同基

本面的H股价格更便宜，“洼地” 价值更明显。 就南

向资金近期流入个股情况看，建设银行、广汽集团等

H股均是南向资金抢筹对象。

全部A+H股均现A股溢价

8月3日，港股三大指数弱势震荡，恒生指数收

盘跌0.56%。 与港股大盘走势相对的是，AH股溢价

指数持续走高， 并于8月3日盘中创出136.97点的逾

四个月新高。 事实上，AH股溢价指数自6月中旬结

束震荡后便持续上行，7月以来累计涨逾6%。

AH股溢价指数上升意味着与A股有着相同基

本面的H股价格更便宜，“洼地” 价值更明显。那么，

哪些板块和个股“洼地” 价值更明显？

Wind数据显示， 截至8月3日港股收盘，Wind

统计的125只上市交易的“A+H” 股，其A股股价目

前均全部高于H股价格，且A股较H股溢价率普遍高

企。AH股价比超过3的即有22只，AH股溢价率最高

的为洛阳玻璃、复旦张江、浙江世宝，AH股价比分

别为6.12、6.08、6.05。

从板块来看， 当前A股较H股溢价率较高的股

票集中在基建领域， 金融和医药领域也出现不少类

似个股。

南向资金抢筹科技消费

在分析人士看来，港股仍具配置吸引力，H股值

得重点关注。从南向资金集中净买入个股看，科技和

消费是抢筹主线。

据Wind数据， 从近7天南向资金净流入个股

排行榜看，腾讯控股、美团点评、中芯国际等科技

股排名靠前；广汽集团亦获得青睐，位于排行榜第

五名；石药集团、海尔电器等消费股也跻身前十。

从近1个月排行榜看， 科技股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腾讯控股、小米集团、美团点评、舜宇光学科技均

位列前十。

东吴证券表示，港股仍具配置吸引力。东吴证券

指出， 美国财政及货币政策的持续宽松导致近期美

元走弱，投资者转向非美资产，大量资金流入新兴市

场，中国资产受到追捧，叠加目前恒生指数低于十年

估值中枢，港股是吸收海外资金的优先通道。

中信证券海外策略首席分析师杨灵修指出，目

前行业估值分化严重， 新经济板块的估值基本处于

2015年以来的历史高位。“我们将更关注溢价程度，

以及增长预期对估值的消化能力，相对看好电商、电

子元器件和医疗服务；传统行业中，虽然目前估值较

低，关注安全边际及现金分红状况，预计环保、电信、

银行等子行业将给绝对收益投资者带来收益。 ” 杨

灵修表示。

市场人士表示，AH股溢价指数走高时，资金倾

向于向价格洼地流动。考虑到两地市场差价，H股有

望吸引长期配置资金流入。

增量资金买买买 A股后市仍乐观

□本报记者 吴玉华

Wind数据显示，7月两市融资余额增长超过

2400亿元，来自融资客的增量资金持续买买买。分

析人士认为，8月初A股市场投资者心态积极，未来

股指有望继续上行。

融资客积极入场

8月首个交易日，A股股指全线上涨，两市成交

额有所放量， 超过1.3万亿元； 上涨个股数接近

3600只，涨停个股数超过250只。

增量资金持续流入。 Wind数据显示，来自融

资客的增量资金在7月持续买入，7月两市融资余

额增加2406.37亿元， 仅在7月16日、7月17日、7月

24日出现减少，其他交易日均为增加，其中7月前

十个交易日均日增超过百亿元。

从行业板块情况看，Wind数据显示，7月申万

一级28个行业均获得融资净买入， 融资净买入金

额前三的行业分别为非银金融、医药生物、电子行

业， 净买入金额分别为411.63亿元、276.59亿元、

257.41亿元，融资净买入金额靠后的纺织服装、钢

铁、综合行业分别获得净买入5.70亿元、6.70亿元、

7.60亿元。

同时，私募7月加仓明显。 私募排排网组合大

师数据显示，截至7月24日，股票私募整体仓位指

数为75.92%，环比前一周加仓0.73个百分点，创近

一年新高，其中53.64%的股票私募仓位超过八成，

仅15.32%的股票私募仓位低于五成。

三条主线获看好

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8月份中国经济复苏和韧劲有望进一步体

现，国内外流动性宽松状态大概率持续，利好的产

业和金融改革举措还会陆续推出， 整体上市场仍

然具备进一步上攻的动能和空间。 当下产业和金

融政策更有利于成长创新创业企业， 短期市场大

体会维持成长创新创业型企业领涨行情。

相聚资本总经理梁辉表示， 对于A股市场依

然保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第一，下半年经济将持

续复苏进程， 四季度GDP增速能达到5%-6%的

水平；第二，流动性虽然边际收紧，但较经济增速

而言依然是比较快的；第三，就估值而言，目前股

债相对估值在历史中枢水平上， 系统性风险不

大。 结合这几点判断，当前市场不具备趋势性下

跌条件。

中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秦培景预计，8月

份市场依然处于向上有海外扰动制约、 向下有

基本面和宏观流动性支撑的均衡状态中。 期间

市场受到的任何冲击， 都是入场并布局下一轮

上涨的宝贵时机。 配置上建议关注三条主线：中

报季享受高确定性溢价的必选消费、医药龙头；

景气持续改善的可选消费板块； 美元走弱和供

给受疫情影响下， 有涨价预期的部分有色金属

板块。

泰康在线上半年保费收入49亿元

□本报记者 程竹

近日，互联网保险公司泰康在线发

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

示， 上半年累计实现保费收入49.21亿

元， 较2019年同期的16.25亿元大幅增

长203%， 增速位居国内89家财险公司

之首。

创新产品服务

在行业增速放缓及新冠疫情冲击

的多重挑战下，泰康在线凭借互联网保

险的线上优势，实现了经营业绩的逆势

增长。

在疫情催生民众健康意识的背景

下， 泰康在线通过创新产品服务，上

半年健康险保费同比增长 421% ，远

高于40 . 4%的行业增速；车险方面，通

过全流程线上化，上半年保费收入同

比增长49. 72%，而行业车险保费增速

仅为2 . 92%。

在业绩增长的同时， 泰康在线不断

优化业务结构，持续提高优质业务占比。

期内公司实现一年期保险产品占比达

80%以上，健康、车险等高质量业务占比

80%以上。

在优化业务结构、 提升业务质量的

同时， 泰康在线上半年共受理理赔案件

86.7万件，单笔理赔平均时效1.31天，单

笔赔付案例最快用时仅30分钟，为用户

带来了“零接触”“云赔付” 的便捷理赔

体验。根据最新监管数据，泰康在线实现

监管投诉负增长4%。

数字化经营效益持续提升

在业绩增长的背后，数字化能力正

进一步为泰康在线提升经营效益发挥

价值。

泰康在线对外披露数据显示，2020

年上半年， 泰康在线综合成本率同比下

降6.13个百分点，达到116.05%；综合赔

付率同比下降17个百分点至49.58%，达

五年来最好水平。

近年来， 泰康在线始终以科技驱动

降本增效， 利用技术创新能力解决保险

业务流程中的痛点， 为用户提供方便及

优质的服务和体验， 同时大幅提高公司

经营效率和效益。

目前，泰康在线的智能客服机器人、

智能外呼机器人、 智能核保等核心技术

不但已规模化地为自有平台客户提供服

务支持， 更已向合作伙伴实现了有效的

技术支持， 助力实现低成本获客和风控

全流程优化。泰康在线表示，未来将继续

践行“保险+科技”“保险+服务” 的双

生态战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大宗商品基差交易助力

“六稳六保” 加速落实

□本报记者 周璐璐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扎实做

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

尤为重要。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在

“大商所企业风险管理计划” 的推动

下，期货行业积极利用基差交易等专业

服务方式，帮助企业稳就业、促生产，取

得了多方共赢。

云南现首单PP基差交易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受新冠疫

情和原油价格暴跌影响，丙烯（PP，生产

口罩用布的原料）价格波动剧烈，上下

游都有扩大贸易量和签订长期订单的

需求。 而在云南等受交通条件和经济发

展等因素制约的地区，以PP为代表的化

工产业贸易大都采取 “一口价” 的形

式，这种贸易形式不仅不利于企业安排

生产，而且由于期现价差的存在，利用

期货进行套期保值难度较大。

今年一季度以来，云晨期货与云南

省塑料业协会密切沟通，积极为省内化

工企业提供行情研判、 金融工具介绍、

风险管理等服务。 在与企业的沟通和服

务过程中，了解到安宁天塑虽然有大量

的下游订单需求，但由于上下游作价方

式不匹配，企业风险管理难度较大。 云

晨期货积极向企业介绍基差贸易模式，

帮助企业解决上下游作价方式不匹配

的问题。 同时，利用自身在云南地区的

信息优势，帮助安宁天塑寻找上游。

与此同时，惜凡供应链作为云南地

区中石油聚乙烯及聚丙烯原料云南地

区第一大贸易商， 愿意开展PP基差贸

易，并想通过此次贸易成为安宁天塑稳

定的供应商， 在云晨期货的撮合下，双

方达成一致，并签订PP首单基差贸易。

云晨期货分析师胡淙海向记者介

绍，基差贸易的初衷是针对安宁天塑下

游点价订单的风险管理。 为此，在此次

基差贸易中采用的是买方点价模式。 安

宁天塑通过向惜凡供应链进行点价，构

建虚拟库存，并利用该部分库存，承接

下游点价订单。 基差的确定主要是根据

产品品质的升贴水和产品的紧缺情况。

合同签订时正处于疫情逐步缓解、原油

价格波动剧烈导致PP价格持续波动的

时期，根据这些情况，将基差设定为50。

安宁天塑进行价差交易的目的是利

用基差贸易来匹配下游点价订单。 由于

担心现货紧缺， 未来原料可能出现供应

不足的情况， 因此当和下游签订点价合

同时， 安宁天塑通过向惜凡供应链进行

点价，构建虚拟库存，保证未来供应量。

胡淙海说， 安宁天塑自2020年4月

至6月，一共完成3次点价，点价数量为

900.75吨。 点价时对应的盘面价格自

6800元/吨至7455元/吨不等。 聚丙烯最

终售价自6850元/吨至7505元/吨不等，

平均售价为7109.8元/吨， 加上运费822

元/吨，最终开票金额为7931.8元/吨。

相关人士介绍， 由于云南地区的地

域特殊性，现货价格长期背离期货价格。

通过首单基差交易的开展， 建立与云南

省塑料业协会的长期合作， 未来在协会

内进一步推广， 提高基差贸易在行业内

的接受程度。 项目充分借鉴上下游原有

的贸易模式， 让贸易双方在尽可能不改

变原有贸易习惯的前提下引入基差交

易，并采用分批点价的方式，便于双方企

业逐步上手， 将生产经营与金融服务相

结合，控制生产经营中的风险。

推广工作需加强

上述人士也反映， 项目运行过程中

存在一些问题和难点。

首先是企业对期货工具的接受程度

较低。在此次基差交易的服务过程中，发

现云南当地的化工企业对期货市场的接

受程度较低， 对期货作用和功能的理解

仅停留在投机上。通过此次基差贸易，期

货公司与当地企业多次推介、沟通，企业

对商品期货市场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

故对化工市场的推广工作需要加强。

其次， 云南地区缺乏相对应的品种

交割库，实体企业利用期货进行套保后，

存在有交割需求不能在地点上及时满足

需求， 由此给实体企业在实物交割需求

上带来影响。此次基差交易中，由于中石

化的停产检修，导致云南地区的PP供应

出现了一定问题， 致使企业不得不花高

价从外地购买，导致经营成本上升。

最后是希望交易所和期货公司给予

支持、帮助，在云南地区建立交割库，促

进云南地区更多的企业利用期货工具管

理和转移风险， 在未来保值交易和进行

基差贸易的过程中， 为实体企业提供更

多的风险管理平台， 为实体经济发展保

驾护航。

□本报记者 胡雨

大消费继续获券商看好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3日，已有20家券商陆续

公布了8月投资组合，覆盖的月度金股主要集中在大

消费、科技、医药、军工、材料、机械制造等行业。

从被推荐次数最多的个股来看，8月最受券商

看好的依旧是伊利股份，推荐券商包括川财证券、

安信证券、中银证券、国盛证券、太平洋证券、民生

证券共6家。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股份在7月也曾同

时出现在7家券商的月度推荐组合中， 整个7月公

司股价累计上涨17.67%。美的集团、五粮液分别被

4家券商推荐，被推荐次数仅次于伊利股份，两家

公司7月股价涨幅分别达到20.00%、27.10%。

从推荐理由看，国盛证券认为，历经近30年发

展，伊利股份竞争壁垒突出，公司低温奶和奶粉业

务预计后续有所突破， 健康饮品有望中长期贡献

增量。

东兴证券持续看好海外疫情背景下美的集团

凭借产业链以及全品类经营的优势，空调、外销出

货量加速增长；就五粮液而言，在高端酒市场不断

扩容趋势下，公司行业龙头地位凸显，随着下半年

经济复苏，高端白酒消费恢复，公司业绩弹性会释

放出来。

从行业上看， 上述3只个股均属于大消费板

块， 券商8月投资组合中对大消费板块持续看好，

推荐的个股还包括今世缘、泸州老窖、海尔智家、

欧派家居、洋河股份等。

除大消费板块外，被推荐次数较多的8月金股

还包括卫星石化、顺丰控股、通威股份、山煤国际、

华兰生物等，均被3家券商联合推荐；从行业分类

看，这些个股分属化工、物流、农业、煤炭、生物科

技行业。

蓄势震荡后仍将上行

7月A股股指冲高回落， 波动明显，8月3日三

大指数收涨，市场迎来8月开门红，两市成交额连

续4个交易日破万亿元。 对于8月A股行情，多家券

商认为短期或将处于蓄势震荡阶段， 但中长期仍

可相对乐观。

平安证券认为，A股市场在蓄势， 中期向好趋

势不变。 基本面环境方面，企业盈利逐渐修复；金

融监管方面，监管层加大市场改革力度，同时释放

出防范过快上涨泡沫的信号。

东兴证券认为，8月经济基本面的复苏及利好

的政策导向将给股市一颗“定心丸” ，经济从疫后

冲击走向复苏、货币政策中性偏紧，宏观政策环境

组合还处于从复苏初期向中期缓慢爬升的阶段。

下半年国内外形势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较大，8月

预计将延续热点快速轮动与扩散的格局。

对于8月投资配置，整体看，除大消费板块外，

多数券商还看好科技成长及周期板块，此外，军工

板块也值得关注。

东兴证券建议8月布局高景气成长板块，具体

包括三条主线：一是代表转型升级方向的产业，包

括军工、电子和医药；二是具有长期成长逻辑的周

期股，包括建材、工程机械、化工；三是寻找中报业

绩高增长及疫情冲击之后有强烈修复预期的个

股，例如石化、家电等。

太平洋证券建议关注金融和周期板块的补涨

机会，推荐四条主线：低估值且业绩有持续改善空

间的券商、保险；低估值且边际需求良好的地产、

建材、煤炭、有色、机械；新基建如5G基建、云计算、

电气设备、新能源汽车；可选消费中的汽车、消费

电子、家电、影视影院、旅游。

� 8月首个交易日，A股市

场走出“开门红” ，哪些金股

值得投资成为市场关注的热

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20家券商陆续公布了8月投

资组合， 最获看好的是伊利

股份，美的集团、五粮液也受

到多家券商力荐， 大消费板

块在8月券商推荐投资组合

中占据相当份额。

展望后市， 多家券商认

为A股短期仍将处于蓄势震

荡阶段， 但中长期向好趋势

不变。 就8月配置主线而言，

除大消费板块外， 还看好科

技成长及周期板块，此外，军

工板块也值得关注。

券商圈点8月金股 大消费扎堆“出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