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药生物行业业绩预告情况

申万一级行业市盈率（TTM）一览

三季报业绩预喜个股排行榜

券商名称 本周趋势 中线趋势 本周区间 本周热点

新时代证券 空 多

2350

节能环保、新能源

华泰证券 多 多

2350

结构性个股

东吴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信达证券 平 多

2330

传媒股、医药股

国都证券 平 平

2320

沪港通、国企改革

五矿证券 多 多

2370

并购重组、生物制药、信息安全

西南证券 空 空

2300

经济数据

太平洋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光大证券 多 多

2320

医药、国企改革、环保

财通证券 多 多

2340

国企改革、自贸区、军工、环保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320

短炒题材股

民生证券 平 平

2300

蓝筹股

券商名称

本周

趋势

中线

趋势

本周

区间

下限

本周

区间

上限

下限偏

离周收

盘价程

度

上限偏

离周收

盘价程

度

市场情绪 星级

情绪

指数

综合指

数

华泰证券 多 多

2350 2430 -1.03% 2.34%

强烈看多

★★★ 75%

55.00%

五矿证券 多 多

2370 2410 -0.19% 1.49%

强烈看多

★★★ 75%

光大证券 多 多

2320 2450 -2.30% 3.18%

微弱看多

★★ 60%

财通证券 多 多

2340 2440 -1.45% 2.76%

谨慎看多

★ 55%

信达证券 平 多

2330 2400 -1.88% 1.07%

看平

○ 50%

民生证券 平 平

2300 2420 -3.14% 1.91%

看平

○ 50%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320 2400 -2.30% 1.07%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平

2320 2400 -2.30% 1.07%

看平

○ 50%

新时代证券 空 多

2350 2410 -1.03% 1.49%

谨慎看空

☆ 45%

西南证券 空 空

2300 2380 -3.14% 0.23%

微弱看空

☆☆ 40%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环保行业 光大证券、财通证券、新时代证券

30%

国企改革概念股 光大证券、财通证券、国都证券

30%

生物医药行业 五矿证券、光大证券、信达证券

30%

并购重组、信息安全概念 五矿证券

10%

自贸区、军工 财通证券

10%

传媒股 信达证券

10%

蓝筹股 民生证券

10%

题材股 申银万国证券

10%

结构性个股 华泰证券

10%

沪港通概念 国都证券

10%

新能源 新时代证券

10%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时间

本期流通

数量(万股)

已流通数

量(万股)

待流通数

量(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600094.SH

大名城

2014-10-15 111,345.88 131,283.68 50,00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133.SH

东湖高新

2014-10-16 4,188.30 46,849.97 16,575.8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782.SZ

美达股份

2014-10-16 5,181.82 40,450.88 12,363.08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269.SZ

联建光电

2014-10-13 1,045.96 6,869.77 10,449.7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97.SZ

博云新材

2014-10-13 355.80 31,980.00 7,902.1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035.SZ

华帝股份

2014-10-13 1,370.12 29,677.21 6,208.9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70.SZ

中威电子

2014-10-13 1,775.14 6,343.13 6,017.8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777.SH

力帆股份

2014-10-16 2,269.80 97,414.31 3,430.3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36.SZ

上海新阳

2014-10-17 904.57 9,422.57 2,068.6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482.SH

风帆股份

2014-10-16 6,334.20 52,434.20 1,215.8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67.SZ

海德股份

2014-10-13 1,867.31 15,036.08 83.92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2623.SZ

亚玛顿

2014-10-13 8,400.00 16,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95.SH

中牧股份

2014-10-16 3,980.00 42,980.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405.SH

动力源

2014-10-13 4,257.51 42,389.28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10月涨

跌幅

(%)

9月以来

涨跌

幅%

自由流

通市值

(亿元)

业绩预告摘要

002019.SZ

鑫富药业

4.01 16.52 51.32

净利润约

14500.00

万元

~17500.00

万元

,

增长

859.95%~1058.56%

002370.SZ

亚太药业

-1.36 18.24 13.55

净利润约

2400

万元

~2800

万元

000605.SZ

渤海股份

0.00 4.86 7.12

净利润约

2750

万元

~4100

万元

,

增长

317.09%~472.26%

300049.SZ

福瑞股份

10.90 34.05 33.78

净利润增长

200%~300%

002390.SZ

信邦制药

11.47 15.98 49.13

净利润约

8577.28

万元

~9649.44

万元

,

增长

220.00%~260.00%

002198.SZ

嘉应制药

5.77 22.79 24.43

净利润约

4500

万元

~4700

万元

,

增长

172.35%~184.46%

000597.SZ

东北制药

1.31 7.91 23.83

净利润约

3000

万元

~5000

万元

,

增长

136.94%~161.56%

002626.SZ

金达威

0.04 9.72 23.82

净利润约

13039.22

万元

~16299.03

万元

,

增长

100%~150%

002107.SZ

沃华医药

18.20 41.57 16.78

净利润约

1211.32

万元

~1514.15

万元

,

增长

100.00%~150.00%

002462.SZ

嘉事堂

5.39 27.34 39.59

净利润约

18567

万元

~20018

万元

,

增长

130.00%~148.00%

002099.SZ

海翔药业

-1.57 -1.47 26.10

净利润约

500

万元

~1000

万元

002437.SZ

誉衡药业

4.38 16.79 56.13

净利润约

28375.03

万元

~32428.61

万元

,

增长

110.00%~140.00%

002252.SZ

上海莱士

-5.14 31.31 97.34

净利润约

25223

万元

~29674

万元

,

增长

70.00%~100.00%

000566.SZ

海南海药

4.66 13.08 66.21

净利润约

14492.53

万元

~17050.04

万元

,

增长

70.00%~100.00%

300086.SZ

康芝药业

2.98 19.86 18.99

净利润约

3500

万元

~4000

万元

,

增长

71.74%~96.27%

300233.SZ

金城医药

11.97 26.39 19.49

净利润约

6973

万元

~7793

万元

,

增长

70%~90%

002020.SZ

京新药业

-0.65 20.43 34.47

净利润约

8265

万元

~9918

万元

,

增长

50.00%~80.00%

002219.SZ

恒康医疗

4.57 8.26 70.04

净利润约

20000

万元

~24000

万元

,

增长

46.23%~75.47%

300267.SZ

尔康制药

-1.85 9.10 55.83

净利润约

18226.94

万元

~20741.00

万元

,

增长

45%~65%

000153.SZ

丰原药业

4.43 30.18 25.56

净利润约

3500

万元

~3600

万元

,

增长

55%~60%

002433.SZ

太安堂

-0.46 17.92 41.17

净利润约

13536.94

万元

~14470.52

万元

,

增长

45.00%~55.00%

600771.SH

广誉远

-2.66 10.60 46.13

增长

50%

以上

002262.SZ

恩华药业

1.22 4.96 41.29

净利润约

17490

万元

~21860

万元

,

增长

20.00%~50.00%

300147.SZ

香雪制药

2.38 18.04 74.31

净利润约

13952.29

万元

~16098.80

万元

,

增长

30%~50%

002551.SZ

尚荣医疗

2.54 6.63 47.53

净利润约

7661.7

万元

~8938.65

万元

,

增长

20.00%~40.00%

002001.SZ

新和成

1.26 6.04 69.70

净利润约

67180.26

万元

~85502.14

万元

,

增长

10.00%~40.00%

002038.SZ

双鹭药业

4.01 3.21 112.49

净利润约

52877.62

万元

~61690.55

万元

,

增长

20%~40%

002727.SZ

一心堂

7.35 18.96 31.74

净利润约

22224.93

万元

~23662.76

万元

,

增长

27.31%~35.54%

002653.SZ

海思科

2.05 7.74 40.03

净利润约

37358.36

万元

~48032.18

万元

,

增长

5.00%~35.00%

002603.SZ

以岭药业

4.71 6.95 55.65

净利润约

25640.12

万元

~30099.28

万元

,

增长

15.00%~35.00%

002589.SZ

瑞康医药

0.00 10.34 20.31

净利润约

12456

万元

~13452.48

万元

,

增长

25.00%~35.00%

002412.SZ

汉森制药

-0.72 3.62 19.88

净利润约

7510.78

万元

~9299.06

万元

,

增长

5.00%~30.00%

300347.SZ

泰格医药

1.64 8.11 40.35

净利润约

7405.92

万元

~8752.45

万元

,

增长

10%~30%

002294.SZ

信立泰

5.62 7.75 54.82

净利润约

71117.47

万元

~77043.93

万元

,

增长

20.00%~30.00%

300016.SZ

北陆药业

5.14 18.36 27.94

净利润约

5872.60

万元

~6361.98

万元

,

增长

20%~30%

002275.SZ

桂林三金

2.30 18.20 27.31

净利润约

31312

万元

~40706

万元

,

增长

0.00%~30.00%

002365.SZ

永安药业

5.10 22.41 16.98

净利润约

2482.73

万元

~3227.55

万元

,

增长

0%~30%

300238.SZ

冠昊生物

13.01 15.48 43.55

净利润约

2450

万元

~3185

万元

,

增长

0%~30%

002223.SZ

鱼跃医疗

1.24 5.65 66.38

净利润约

21005.8

万元

~27307.54

万元

,

增长

0.00%~30.00%

002424.SZ

贵州百灵

-2.03 16.81 51.46

净利润约

17100

万元

~20200

万元

,

增长

10.00%~30.00%

002550.SZ

千红制药

-1.69 15.49 46.40

净利润约

16756.75

万元

~18153.15

万元

,

增长

20%~30%

002287.SZ

奇正藏药

1.84 9.10 9.78

净利润约

15229.71

万元

~19798.62

万元

,

增长

0.00%~30.00%

002317.SZ

众生药业

5.02 7.93 44.21

净利润约

13743.02

万元

~17865.93

万元

,

增长

0.00%~30.00%

002030.SZ

达安基因

10.32 13.75 83.98

净利润约

9684.43

万元

~12912.58

万元

,

增长

-10%~20%

002422.SZ

科伦药业

0.94 16.63 109.27

净利润约

84876

万元

~101851

万元

,

增长

0.00%~20.00%

002675.SZ

东诚药业

0.12 20.96 14.67

净利润约

7235.69

万元

~9647.58

万元

,

增长

-10.00%~20.00%

002007.SZ

华兰生物

6.02 16.18 88.94

净利润约

38562.88

万元

~42068.59

万元

,

增长

10%~20%

300039.SZ

上海凯宝

6.09 18.28 55.82

净利润约

26164.43

万元

~29902.20

万元

,

增长

5.00%~20.00%

002022.SZ

科华生物

-2.52 2.14 99.82

净利润约

24220

万元

~29064

万元

,

增长

0.00%~20.00%

002644.SZ

佛慈制药

14.65 24.56 12.11

净利润约

2396.88

万元

~2876.25

万元

,

增长

0.00%~20%

002166.SZ

莱茵生物

3.81 17.86 20.26

净利润约

1850

万元

~2300

万元

,

增长

0%~20%

300396.SZ

迪瑞医疗

0.30 89.33 12.35

净利润约

7045

万元

~7716

万元

,

增长

5%~15%

002693.SZ

双成药业

-0.27 12.08 16.96

净利润约

3729.59

万元

~5045.91

万元

,

增长

-15.00%~15.00%

002728.SZ

台城制药

3.68 14.36 10.41

增长

0%~10%

002566.SZ

益盛药业

4.54 7.71 28.54

净利润约

6485.02

万元

~7926.14

万元

,

增长

-10.00%~10.00%

300204.SZ

舒泰神

9.66 13.06 18.27

净利润约

10331.46

万元

~12627.34

万元

,

增长

-10%~10%

002349.SZ

精华制药

-1.20 23.18 16.87

净利润约

2595.49

万元

~3568.8

万元

,

增长

-20.0%~10.0%

002332.SZ

仙琚制药

-2.46 8.95 32.87

净利润约

3407.41

万元

~4543.22

万元

,

下降

20.00%~40.00%

002399.SZ

海普瑞

7.50 24.28 52.41

净利润约

16036.88

万元

~24784.27

万元

,

下降

15.00%~45.00%

002393.SZ

力生制药

0.18 11.20 29.86

净利润约

8145.56

万元

~21721.48

万元

,

下降

20%~70%

002118.SZ

紫鑫药业

-3.43 14.13 42.15

净利润约

-5000

万元

~-4300

万元

002432.SZ

九安医疗

7.23 23.07 43.46

净利润约

-3200

万元

~-2400

万元

600285.SH

羚锐制药

3.40 5.71 33.59

累计净利润减少幅度较大

300142.SZ

沃森生物

10.00 18.65 51.83

净利润有较大幅度下降

600385.SH ST

金泰

-4.49 17.43 15.19

较大幅度的增长

300239.SZ

东宝生物

1.21 16.05 13.28

较大幅度的下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10月涨跌幅

(%)

9月以来

涨跌幅%

预告净利润

变动幅度

(%)

自由

流通市值

(亿元)

9月以来创

历史新高

（前复权）

300134.SZ

大富科技 通信

8.68 19.17 8,693.52 58.04 TRUE

002505.SZ

大康牧业 农林牧渔

7.51 29.71 6,893.80 45.20 TRUE

000985.SZ

大庆华科 化工

0.11 27.08 3,426.32 8.46 TRUE

600051.SH

宁波联合 综合

5.37 8.96 2,587.22 21.64 FALSE

002068.SZ

黑猫股份 化工

5.28 18.87 2,277.55 19.48 FALSE

002427.SZ

尤夫股份 化工

0.70 8.08 2,038.92 10.62 FALSE

300208.SZ

恒顺电气 电气设备

-0.49 16.24 1,450.00 23.11 TRUE

002039.SZ

黔源电力 公用事业

-0.65 15.17 1,347.09 23.06 FALSE

300025.SZ

华星创业 通信

-1.58 16.69 1,310.97 21.53 FALSE

002610.SZ

爱康科技 电气设备

-3.39 5.04 1,297.00 32.23 TRUE

600584.SH

长电科技 电子

-1.17 12.81 1,100.00 84.28 FALSE

002019.SZ

鑫富药业 医药生物

4.01 16.52 1,058.56 51.32 FALSE

002370.SZ

亚太药业 医药生物

-1.36 18.24 788.12 13.55 FALSE

300175.SZ

朗源股份 农林牧渔

33.12 44.52 630.00 21.68 TRUE

600382.SH

广东明珠 机械设备

1.65 20.48 600.00 36.85 FALSE

600290.SH

华仪电气 电气设备

5.56 11.45 600.00 39.71 FALSE

002289.SZ

宇顺电子 电子

3.13 6.72 598.43 19.72 FALSE

002189.SZ

利达光电 电子

23.16 110.40 550.00 29.18 TRUE

002202.SZ

金风科技 电气设备

0.00 6.56 550.00 172.43 FALSE

002184.SZ

海得控制 电气设备

7.33 7.04 525.51 16.05 FALSE

000605.SZ

渤海股份 医药生物

0.00 4.86 472.26 7.12 FALSE

600816.SH

安信信托 非银金融

14.11 36.78 470.00 74.77 FALSE

002193.SZ

山东如意 纺织服装

-2.42 34.23 460.54 12.09 FALSE

002466.SZ

天齐锂业 有色金属

3.93 -0.72 452.49 22.48 FALSE

600063.SH

皖维高新 化工

25.95 43.05 415.00 45.17 FALSE

601012.SH

隆基股份 电气设备

-7.42 -1.34 359.82 59.00 TRUE

600105.SH

永鼎股份 通信

-1.30 21.58 350.00 25.57 FALSE

300138.SZ

晨光生物 农林牧渔

0.00 9.34 314.75 13.60 FALSE

300028.SZ

金亚科技 通信

6.98 30.22 308.06 31.65 FALSE

300049.SZ

福瑞股份 医药生物

10.90 34.05 300.00 33.78 TRUE

300008.SZ

上海佳豪 国防军工

4.67 7.24 300.00 20.00 FALSE

000798.SZ

中水渔业 农林牧渔

-0.89 13.65 295.00 13.03 FALSE

000935.SZ

四川双马 建筑材料

-0.30 8.55 293.08 12.47 FALSE

002446.SZ

盛路通信 通信

12.12 8.88 293.00 11.59 FALSE

000018.SZ

中冠

A

综合

0.00 0.00 288.68 5.31 FALSE

300201.SZ

海伦哲 机械设备

2.43 32.34 283.00 15.29 TRUE

000920.SZ

南方汇通 机械设备

0.00 8.89 274.00 32.02 FALSE

002075.SZ

沙钢股份 钢铁

-1.59 11.63 270.00 17.02 FALSE

002562.SZ

兄弟科技 化工

8.40 19.89 270.00 9.41 FALSE

000838.SZ

国兴地产 房地产

-0.89 29.18 266.00 12.71 FALSE

002390.SZ

信邦制药 医药生物

11.47 15.98 260.00 49.13 FALSE

002132.SZ

恒星科技 机械设备

-1.55 11.01 250.00 18.41 FALSE

002131.SZ

利欧股份 机械设备

-1.92 8.00 250.00 32.44 FALSE

000029.SZ

深深房

A

房地产

14.09 33.11 249.82 14.70 FALSE

000063.SZ

中兴通讯 通信

-0.07 8.52 244.45 263.99 FALSE

000957.SZ

中通客车 汽车

4.09 6.43 226.00 25.36 FALSE

600131.SH

岷江水电 公用事业

6.06 23.77 223.21 15.17 FALSE

000659.SZ *ST

中富 轻工制造

5.03 61.61 220.54 48.92 FALSE

600548.SH

深高速 交通运输

3.33 18.94 220.00 20.52 FALSE

002590.SZ

万安科技 汽车

-1.58 10.75 220.00 7.94 TRUE

600272.SH

开开实业 纺织服装

-1.55 18.97 215.00 12.96 FALSE

300098.SZ

高新兴 通信

-6.91 20.08 213.02 23.87 TRUE

002264.SZ

新华都 商业贸易

-0.84 12.14 211.36 19.19 FALSE

300136.SZ

信维通信 电子

6.27 16.34 207.53 31.70 FALSE

603188.SH

亚邦股份 化工

-0.50 35.28 200.00 28.74 TRUE

000683.SZ

远兴能源 采掘

5.53 19.52 196.43 30.52 FALSE

002299.SZ

圣农发展 农林牧渔

-1.70 -2.50 191.77 55.59 FALSE

002018.SZ

华星化工 化工

7.39 29.57 190.05 51.36 FALSE

002194.SZ

武汉凡谷 通信

5.03 12.64 190.00 21.38 FALSE

002547.SZ

春兴精工 电子

1.61 26.15 190.00 20.05 TRUE

002468.SZ

艾迪西 建筑材料

0.00 14.81 187.60 12.96 FALSE

002574.SZ

明牌珠宝 轻工制造

0.25 10.47 187.25 25.51 FALSE

002198.SZ

嘉应制药 医药生物

5.77 22.79 184.46 24.43 FALSE

601002.SH

晋亿实业 机械设备

-1.49 15.64 178.80 48.00 FALSE

002120.SZ

新海股份 轻工制造

-3.35 14.71 170.00 11.11 FALSE

002233.SZ

塔牌集团 建筑材料

1.46 9.60 170.00 23.46 FALSE

000939.SZ

凯迪电力 公用事业

0.00 0.00 170.00 50.37 FALSE

002129.SZ

中环股份 电子

4.60 -0.04 170.00 90.64 FALSE

000526.SZ

银润投资 房地产

4.65 17.34 166.56 12.07 FALSE

002272.SZ

川润股份 机械设备

7.38 46.17 164.99 22.35 FALSE

000421.SZ

南京中北 综合

-1.19 10.18 162.13 16.49 FALSE

000597.SZ

东北制药 医药生物

1.31 7.91 161.56 23.83 FALSE

002053.SZ

云南盐化 化工

1.75 32.63 160.91 16.02 FALSE

002577.SZ

雷柏科技 计算机

4.52 30.20 160.00 30.95 TRUE

002420.SZ

毅昌股份 家用电器

10.80 33.45 159.40 12.64 FALSE

002234.SZ *ST

民和 农林牧渔

0.39 4.56 158.60 18.04 FALSE

002147.SZ

方圆支承 机械设备

4.10 26.37 155.70 20.49 FALSE

002480.SZ

新筑股份 机械设备

-4.54 1.01 152.18 28.34 FALSE

300131.SZ

英唐智控 电子

11.79 10.15 151.88 15.63 FALSE

600256.SH

广汇能源 化工

-0.23 -0.79 150.00 251.74 FALSE

601929.SH

吉视传媒 传媒

-2.22 7.47 150.00 99.85 FALSE

002026.SZ

山东威达 机械设备

3.59 15.82 150.00 13.24 TRUE

002376.SZ

新北洋 计算机

1.42 17.70 150.00 36.44 FALSE

002601.SZ

佰利联 化工

0.21 12.52 150.00 24.64 FALSE

002626.SZ

金达威 医药生物

0.04 9.72 150.00 23.82 TRUE

002107.SZ

沃华医药 医药生物

18.20 41.57 150.00 16.78 FALSE

002462.SZ

嘉事堂 医药生物

5.39 27.34 148.00 39.59 TRUE

002309.SZ

中利科技 电气设备

-5.29 12.04 146.18 45.36 FALSE

000553.SZ

沙隆达

A

化工

3.19 15.21 145.00 34.78 FALSE

300042.SZ

朗科科技 计算机

-3.61 18.02 145.00 12.08 FALSE

002105.SZ

信隆实业 汽车

6.31 41.95 144.35 13.75 TRUE

002114.SZ

罗平锌电 有色金属

3.14 4.36 143.84 15.89 FALSE

002099.SZ

海翔药业 医药生物

-1.57 -1.47 142.33 26.10 FALSE

002684.SZ

猛狮科技 汽车

1.30 3.93 141.01 14.02 TRUE

002437.SZ

誉衡药业 医药生物

4.38 16.79 140.00 56.13 TRUE

002134.SZ *ST

普林 电子

0.74 16.30 139.46 11.89 FALSE

002254.SZ

泰和新材 化工

6.38 12.54 134.35 36.03 FALSE

002160.SZ *ST

常铝 有色金属

0.00 0.00 134.15 11.65 FALSE

000426.SZ

兴业矿业 有色金属

-1.48 6.17 133.47 28.69 FALSE

002265.SZ

西仪股份 汽车

-5.12 35.02 132.00 11.90 FALSE

医药股三季报预喜比重超九成

预喜公司获追捧 三季报行情开幕

□本报记者 张怡

10月是上市公司三季报的

密集发布期，自上周开始，三季

报行情就拉开了大幕，业绩增速

较高的板块和个股获得了资金

的热烈追捧。 据Wind数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目前，已经发布业

绩预告的公司中超过六成的公

司业绩预喜，其中业绩增幅超过

1倍的个股就超过了160家。行业

方面，消费与成长类公司业绩表

现突出，其中医药生物行业个股

预喜比重超九成， 而建筑装饰、

家用电器和公用事业等行业则

兼具业绩和估值优势；综合考虑

估值、业绩、景气度等因素，大消

费成为机构推崇的重点。

三季报开幕 预喜股获追捧

国庆节过后，A股市场中包

括上证综指、中小板指和创业板

指在内的主要指数频频上演“新

高秀” ，涨停股家数维持高位，其

中除了热门题材的助力外，三季

报业绩预增股的火热也为市场

增色不少。

业绩预告方面，据Wind数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10月12日，

已经有107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

第三季度的业绩预告， 其中，有

668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的业绩

将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316家

预计将出现业绩下滑，还有部分

公司未能对业绩增减幅度有确

切的预计，或是表示业绩不会发

生太大变化。

其中， 部分业绩大幅预增

个股已经获得了资金的热烈追

捧。 据统计，在所有已经预披露

业绩的个股中，节后三个交易日

涨幅前十位的个股多为业绩大

幅预增的个股。 其中，朗源股份、

皖维高新、隆平高科、利达光电、

沃华医药等个股的净利润增幅

均超过了1倍。 与此同时，统计发

现， 业绩预增且股价自9月以来

创出历史新高的个股还有包括

朗源股份、隆平高科、大富科技、

科达光电、三聚环保、川投能源

等在内的202只个股。

其中， 朗源股份表现尤为

惊人， 其在10月8日晚间发布了

靓丽的三季报业绩预告，预计前

三季度净利润将同比大增600%

-630%。 受此带动，朗源股份的

股价连续三日放量涨停，累计涨

幅超过了33%，至上周五股价达

到8.44元，创出历史新高。

三季报方面，10月8日晚间

沃华医药、 广弘控股和天健集团

三家公司为季报披露拉开了大

幕，随后金亚科技、安信信托和深

圳惠程也相继于上周披露了季

报。上述公司中，沃华医药市场表

现最为抢眼， 上周三个交易日股

价大涨18.20%，主要系公司前三

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148%提振，

原因是随着公司主导产品心可舒

片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销售

市场趋于稳定， 销售收入持续稳

定增长； 且公司销售费用率得以

明显降低。受沃华医药的带动，一

向以业绩稳定增长著称的医药生

物板块迎来了投资良机。 国庆节

后首个交易日， 申万医药生物板

块大涨3.01%，领涨A股市场。

医药九成预喜

机构看好大消费

十月A股市场迎来“多事之

秋” ， 经过前期大涨之后市场此

时波动风险加大。 恰逢上市公司

三季报密集披露期， 由此个股分

化也可能由此触发。 业绩靓丽的

个股有望获得资金的追捧， 而成

为市场中有别于题材股的独特风

景线；而前期涨幅已高的个股，如

果业绩远低于市场预期， 则可能

迎来业绩验证而顺势释放风险，

值得投资者警惕。总体来看，医药

行业预喜公司占比高， 机构也多

看好大消费行业的未来表现。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扭亏公

司在内， 有165家上市公司前三

季度业绩预增幅度达到或超过

了100%。 从行业分布来看，化

工、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电子、

电气设备和通信行业的公司数

目均超过了10家。

由于各行业个股分布数目

不同，从预增公司占比这一数据

更能发现行业投资机遇。 据统

计，62家已经发布业绩预告的医

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中，有56家

公司均表示三季报净利润将出

现不同程度的增长，预喜比重超

过了九成；同时，建筑装饰、公用

事业和计算机行业预喜比重也

均达到8成， 农林牧渔、 家用电

器、传媒和化工等行业则均超过

了7成。 上述行业潜在的投资机

遇相对较多。

不过，上述行业中部分行业

目前已经处于相对较高的估值

区间，存在一定的估值风险。 据

Wind数据统计，目前，计算机、

传媒、农林牧渔行业目前的市盈

率（TTM）分别为58.2、56.1和

68.6倍，在行业排名中估值较高；

医药生物行业目前的市盈率

（TTM）则为37.6倍，处于中等

位置；相对而言，建筑装饰、家用

电器、公用事业等行业的市盈率

则分别仅为9.7、13.6和14.5倍。

当前A股市场中谨慎情绪逐

步升温， 投资者在参与三季报行

情之时， 需要同时考虑业绩与估

值两方面因素， 大消费成为诸多

机构看好的区域。中信证券表示，

相对于其他部门利润增速大幅下

滑， 消费品部门利润增速存在改

善边际。 四季度住房信贷政策放

松将避免住宅销售大幅下降，这

有利于消费扩张， 建议关注利润

增速逆势上升的酒、 饮料和食品

制造等行业。民生证券认为，目前

市场情绪空前高涨，但从盈利、景

气度和经济周期三大视角分析，

建议持谨慎态度， 适时减仓并提

升消费板块比重，包括食品饮料、

医药等。国联证券也指出，转型和

改革仍是当前的主旋律， 但在缺

乏基本面支撑的背景下， 需要警

惕市场风格的转换， 建议配置有

业绩支撑的医药生物、家用电器、

铁路基建等板块。

机构分歧加大 行情迎关键期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4家看多，4家看平，

2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5.00%，较前一周回落2.5个百分

点，显示机构整体上仍看好后市，

但短期做多情绪有所收敛。 与上

周相比，共有5家机构改变了对大

盘短期走势的看法，其中1家对中

线趋势作了修正：（1）多→平，信

达证券、 国都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多转为看平， 民生

证券对中线趋势也转为看平。

（2）多→空，新时代证券对本周

趋势由多翻空， 对中线仍保持看

多不变。（3）平→多，华泰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调升为看多，对

中线保持看多不变。

与前一周相比， 短线看多

的机构数量有所减少，部分机构

转为看平，认为大盘短期面临调

整压力，其余机构则仍坚持看多

后市。持看平观点的机构认为市

场调整幅度将加大，个别机构坚

持认为大盘将考验2300点支撑。

多头代表五矿证券表示对

后市充满信心， 一是9月投资者

信心指数创六年多新高，这是市

场进一步活跃的前奏；二是四中

全会将进一步深化经济市场化

程度， 上市公司将从中受益；三

是节前流入大量资金，该现象在

近年少见。 该机构认为A股正迎

来新机遇。 华泰证券指出随着四

中全会召开，股指有望展开第三

波上涨行情，而政策预期将是最

大推手，包括土地改革、国资改

革、养老民生等。同时，该机构表

示第三波行情不一定会出现逼

空走势， 或将呈现震荡上行格

局，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军工这

条最强的投资主线。

光大证券看多的态度则似

有软化，该机构分析称股指有进

一步上行机会，但欧美货币政策

及地产新融资政策对A股资金

有分流作用， 沪指摸高2400点

后，市场情绪或将有所降温。 面

对估值的高企和资金面的隐忧，

或使市场震荡幅度加大，上行空

间收窄。虽然财通证券对短线和

中线均持看多观点，但也表示当

前市场阶段性风险在逐步累积，

本轮反弹正接近阶段性尾声，四

季度的行情可能先扬后抑，但四

中全会召开前股指还以震荡盘

升为主。

持看平观点的申银万国证

券认为，近期A股强势不改表明

其内在仍有较强上攻欲望，因此

行情难以在短期内快速降温，但

目前的量能也不支持大盘实现

突破。 从市场环境看，10月中下

旬有诸多重大事项揭晓将成为

关注焦点。 结合技术面分析，目

前上升五浪已展开，后市大盘涨

幅有限，行情转入宽幅震荡的可

能性较大， 且在四中全会结束

后，行情有暂歇休整的可能。 因

此建议控制仓位，侧重防御。

持看空观点的西南证券预

计10月下旬或迎来新股密集发

行，资金面数据显示融资需求低

迷，而本周即将披露的诸多经济

数据或将对周期性行业形成利

空效应，大盘或将考验2300点整

数关口。

牛熊数字化

节后“开门红”上证指数涨0.45%

节后A股市场出现了先扬后抑的走势。但成交量依然持续放大，周四沪市成交量能站上了2000亿元，虽然周五略有所萎缩，但仍然达到1923亿元，较前期的1500亿元，以及年初的600亿的日均成交额均有了实质性的提升，说明新增资金正在“鱼贯而入”。在此驱动下，上证指数上周小涨0.45%。

由此可见，目前A股市场的上升趋势已较为清晰，而成交量的持续放大则说明指数对应着要再上一个新台阶。比如年初，沪市的日均成交金额为600亿元左右，对应上证指数中枢为2000点；二季度沪市日均成交金额为1000亿元左右，对应上证指数2200点中枢位置；到9月日均成交金额则达到1500亿元左右，上证指数也站上了2300点。进入到10月后，沪市的成交量达到了1900亿元，甚至一度冲击2000亿。从这角度看，上证指数有望站上2400点。

此外，沪港通的开通还将为A股引来更多增量资金。这是由于海外成熟市场的资金无风险利率趋近于零，我国目前的无风险利率则高达5%。所以即便A股估值高，但由于无风险利率的高企，海外资本的套利欲望也会仍然强烈，因此，沪港通有望给A股带来实质性的资金买盘。具体来看，近期的血制品概念股、中药概念股、食品概念股的强势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资金认同此类品种是稀缺资源，是全球资本竞相追捧的中国特色稀缺标的，此类个股由此买力大增，成为A股市场新的涨升兴奋点。如此来看，A股也的确有继续强势的趋势。

利好政策频频房地产指数上涨3.35%

近期房地产行业的利好政策频频，如各地方政府纷纷取消限购政策，再比如央行、银监会关于商品房首套房信贷政策，如此就使得房地产行业迎来了新的投资契机。限购取消再加上信贷政策的配合，刚需人群便会涌入房市。事实上，以南京等为代表的省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在国庆长假期间，的确较为红火。受此影响，房地产板块出现了较大力度的反抽行情，房地产指数也随之上涨3.35%。

但在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房市火爆的同时，广州、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却不愠不火，并未出现集中购房人潮。有观点指出，一线城市的人口涌入趋势放缓，这意味着刚需购买力减弱。而地方政府债务平台相关政策的出台，也折射出房地产政策救“存量”而不刺激“增量”的目的。在此背景下，部分热钱放慢了加仓地产股的投资步伐，这可能是实质性利好政策频频，但地产股只是出现了一波反弹而不是一轮有力度的拉升行情的原因。

因此房地产板块进一步上涨空间相对有限。而且如果考虑到万科A、招商地产等房地产市场龙头股的总市值数据等因素，房地产龙头类上市公司的股价进一步大幅涨升的空间并不大；只是部分中小市值的房地产股，会因为地产行业景气的分歧而开始加大转型步伐，从而获得新的资金追捧，这可能是近期房地产板块出现了万科等一线地产股“举步维艰”，但中粮地产、荣安地产等中小市值地产股反复活跃的原因之一。由此，地产股的未来走势是题材驱动而不是行业景气驱动。

受益沪港通医药指数上涨2.96%

近期医药板块出现了相对活跃的态势，天坛生物、博雅生物等血制品股，紫光古汉、佛慈制药、马应龙等中药股均成为A股热钱竞相追捧的对象，说明新增资金正在加大对制药股的投资力度，从而驱动着医药指数上涨2.96%。

这一方面是因为医药股在近一年多来的走势相对疲软，场内的筹码锁定性能较强，因此新增资金一旦进场，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些股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医药行业是典型的朝阳性产业，其需求持续稳定，且市场容量有进一步加速扩容的态势，而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居民收入提升后对健康的重视以及政府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所以，医药行业的向上趋势依然清晰可见，故成为新增资金竞相加仓的标的。更何况，无论是血制品股还是中药股，均是A股的相对独特的、稀缺标的。因此沪港通一旦开通，境外热钱会优先考虑这些稀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由此，此类个股的买盘力量陡增，成为医药板块的亮点。

而且医药股的行情还未结束。一方面，因为当前医药行业的利好政策尚未逐一兑现，尤其是沪港通以及深化改革对医药产业的积极影响尚待释放，医药板块的涨升尚有后续的题材催化剂；另一方面，因为医药股近期持续放量，说明新增资金已深度介入，除了天坛生物等龙头品种外，大多数医药股涨幅尚不足10%，未脱离新增资金的成本区，因此短线仍有进一步拉升的意愿。在操作中，仍可跟踪中药股、血制品股、医疗服务概念股。

分化加剧酿酒食品指数微跌0.25%

伴随着A股市场成交量的持续放大，尤其是沪市的成交量已在2000亿上下徘徊，说明A股的确迎来了新增资金。而新增资金建仓的对象，一般需要符合三个要素，一是前期涨幅不大，二是筹码锁定性好，三是产业前景广阔。对照这三个要素，酿酒食品产业类个股无疑是较佳的新增资金加仓品种。故在近期酿酒食品板块的相关个股不时出现放量长阳走势，如好想你、三全食品、西王食品、煌上煌等。但白酒股近期跌幅过大，削弱了食品股的做多能量，故而酿酒食品指数微跌0.25%。

由于酿酒食品产业股中的食品股得到了新增资金的关注，因此其中短线走势仍有期待。更何况，未来一两年产业发展前景较前些年更为乐观。一是因为消费多元化将给食品饮料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国外的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4000美金后，消费多元化阶段会带来需求倒逼的产品供给。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刚超越5000美金（5445美元），初步进入消费多元化阶段，意味着我国消费者对食品饮料的需求也随之步入到多元化阶段，因此食品饮料产业的活力陡增。二是消费政策力度更大。随着政策发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将会支撑食品饮料产业股的估值切换。另外，房地产支出的降低也将有利于我国居民对食品饮料支出的增多，所以，酿酒食品产业股迎来新的投资

契机。

节后“开门红” 上证指数涨

0.45%

节后A股市场出现了先扬

后抑的走势。 但成交量依然持续

放大，周四沪市成交量能站上了

2000亿元， 虽然周五略有所萎

缩，但仍然达到1923亿元，较前

期的1500亿元，以及年初的600

亿元的日均成交额均有了实质

性的提升， 说明新增资金正在

“鱼贯而入” 。 在此驱动下，上证

指数上周小涨0.45%。

由此可见，目前A股市场的上

升趋势已较为清晰， 而成交量的

持续放大则说明指数对应着要再

上一个新台阶。 比如年初，沪市的

日均成交金额为600亿元左右，对

应上证指数中枢为2000点； 二季

度沪市日均成交金额为1000亿元

左右， 对应上证指数2200点中枢

位置；到9月日均成交金额则达到

1500亿元左右， 上证指数也站上

了2300点。进入到10月后，沪市的

成交量达到了1900亿元， 甚至一

度冲击2000亿元。从这个角度看，

上证指数有望站上2400点。

此外， 沪港通的开通还将为

A股引来更多增量资金。 这是由

于海外成熟市场的资金无风险利

率趋近于零， 我国目前的无风险

利率则高达5%。 所以即便A股估

值高，但由于无风险利率的高企，

海外资本的套利欲望也会仍然强

烈，因此，沪港通有望给A股带来

实质性的资金买盘。具体来看，近

期的血制品概念股、中药概念股、

食品概念股的强势就是因为越来

越多的资金认同此类品种是稀缺

资源， 是全球资本竞相追捧的中

国特色稀缺标的， 此类个股由此

买力大增， 成为A股市场新的涨

升兴奋点。 如此来看，A股也的确

有继续强势的趋势。

申万一级行业市盈率（TTM）一览

医药股三季报预喜比重超九成

预喜公司获追捧 三季报行情开幕

□本报记者 张怡

10月是上市公司三季报的

密集发布期，自上周开始，三季

报行情就拉开了大幕，业绩增速

较高的板块和个股获得了资金

的热烈追捧。 据Wind数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目前，已经发布业

绩预告的公司中超过六成的公

司业绩预喜，其中业绩增幅超过

1倍的个股就超过了160家。行业

方面，消费与成长类公司业绩表

现突出，其中医药生物行业个股

预喜比重超九成， 而建筑装饰、

家用电器和公用事业等行业则

兼具业绩和估值优势；综合考虑

估值、业绩、景气度等因素，大消

费成为机构推崇的重点。

三季报开幕 预喜股获追捧

国庆节过后，A股市场中包

括上证综指、中小板指和创业板

指在内的主要指数频频上演“新

高秀” ，涨停股家数维持高位，其

中除了热门题材的助力外，三季

报业绩预增股的火热也为市场

增色不少。

业绩预告方面，据Wind数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10月12日，

已经有107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

第三季度的业绩预告， 其中，有

668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的业绩

将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316家

预计将出现业绩下滑，还有部分

公司未能对业绩增减幅度有确

切的预计，或是表示业绩不会发

生太大变化。

其中， 部分业绩大幅预增

个股已经获得了资金的热烈追

捧。 据统计，在所有已经预披露

业绩的个股中，节后三个交易日

涨幅前十位的个股多为业绩大

幅预增的个股。 其中，朗源股份、

皖维高新、隆平高科、利达光电、

沃华医药等个股的净利润增幅

均超过了1倍。 与此同时，统计发

现， 业绩预增且股价自9月以来

创出历史新高的个股还有包括

朗源股份、隆平高科、大富科技、

科达光电、三聚环保、川投能源

等在内的202只个股。

其中， 朗源股份表现尤为

惊人， 其在10月8日晚间发布了

靓丽的三季报业绩预告，预计前

三季度净利润将同比大增600%

-630%。 受此带动，朗源股份的

股价连续三日放量涨停，累计涨

幅超过了33%，至上周五股价达

到8.44元，创出历史新高。

三季报方面，10月8日晚间

沃华医药、 广弘控股和天健集团

三家公司为季报披露拉开了大

幕，随后金亚科技、安信信托和深

圳惠程也相继于上周披露了季

报。上述公司中，沃华医药市场表

现最为抢眼， 上周三个交易日股

价大涨18.20%，主要系公司前三

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148%提振，

原因是随着公司主导产品心可舒

片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销售

市场趋于稳定， 销售收入持续稳

定增长； 且公司销售费用率得以

明显降低。受沃华医药的带动，一

向以业绩稳定增长著称的医药生

物板块迎来了投资良机。 国庆节

后首个交易日， 申万医药生物板

块大涨3.01%，领涨A股市场。

医药九成预喜

机构看好大消费

十月A股市场迎来“多事之

秋” ， 经过前期大涨之后市场此

时波动风险加大。 恰逢上市公司

三季报密集披露期， 由此个股分

化也可能由此触发。 业绩靓丽的

个股有望获得资金的追捧， 而成

为市场中有别于题材股的独特风

景线；而前期涨幅已高的个股，如

果业绩远低于市场预期， 则可能

迎来业绩验证而顺势释放风险，

值得投资者警惕。总体来看，医药

行业预喜公司占比高， 机构也多

看好大消费行业的未来表现。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扭亏公

司在内， 有165家上市公司前三

季度业绩预增幅度达到或超过

了100%。 从行业分布来看，化

工、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电子、

电气设备和通信行业的公司数

目均超过了10家。

由于各行业个股分布数目

不同，从预增公司占比这一数据

更能发现行业投资机遇。 据统

计，62家已经发布业绩预告的医

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中，有56家

公司均表示三季报净利润将出

现不同程度的增长，预喜比重超

过了九成；同时，建筑装饰、公用

事业和计算机行业预喜比重也

均达到8成， 农林牧渔、 家用电

器、传媒和化工等行业则均超过

了7成。 上述行业潜在的投资机

遇相对较多。

不过，上述行业中部分行业

目前已经处于相对较高的估值

区间，存在一定的估值风险。 据

Wind数据统计，目前，计算机、

传媒、农林牧渔行业目前的市盈

率（TTM）分别为58.2、56.1和

68.6倍，在行业排名中估值较高；

医药生物行业目前的市盈率

（TTM）则为37.6倍，处于中等

位置；相对而言，建筑装饰、家用

电器、公用事业等行业的市盈率

则分别仅为9.7、13.6和14.5倍。

当前A股市场中谨慎情绪逐

步升温， 投资者在参与三季报行

情之时， 需要同时考虑业绩与估

值两方面因素， 大消费成为诸多

机构看好的区域。中信证券表示，

相对于其他部门利润增速大幅下

滑， 消费品部门利润增速存在改

善边际。 四季度住房信贷政策放

松将避免住宅销售大幅下降，这

有利于消费扩张， 建议关注利润

增速逆势上升的酒、 饮料和食品

制造等行业。民生证券认为，目前

市场情绪空前高涨，但从盈利、景

气度和经济周期三大视角分析，

建议持谨慎态度， 适时减仓并提

升消费板块比重，包括食品饮料、

医药等。国联证券也指出，转型和

改革仍是当前的主旋律， 但在缺

乏基本面支撑的背景下， 需要警

惕市场风格的转换， 建议配置有

业绩支撑的医药生物、家用电器、

铁路基建等板块。

机构分歧加大 行情迎关键期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4家看多，4家看平，

2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5.00%，较前一周回落2.5个百分

点，显示机构整体上仍看好后市，

但短期做多情绪有所收敛。 与上

周相比，共有5家机构改变了对大

盘短期走势的看法，其中1家对中

线趋势作了修正：（1）多→平，信

达证券、 国都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多转为看平， 民生

证券对中线趋势也转为看平。

（2）多→空，新时代证券对本周

趋势由多翻空， 对中线仍保持看

多不变。（3）平→多，华泰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调升为看多，对

中线保持看多不变。

与前一周相比， 短线看多

的机构数量有所减少，部分机构

转为看平，认为大盘短期面临调

整压力，其余机构则仍坚持看多

后市。持看平观点的机构认为市

场调整幅度将加大，个别机构坚

持认为大盘将考验2300点支撑。

多头代表五矿证券表示对

后市充满信心， 一是9月投资者

信心指数创六年多新高，这是市

场进一步活跃的前奏；二是四中

全会将进一步深化经济市场化

程度， 上市公司将从中受益；三

是节前流入大量资金，该现象在

近年少见。 该机构认为A股正迎

来新机遇。 华泰证券指出随着四

中全会召开，股指有望展开第三

波上涨行情，而政策预期将是最

大推手，包括土地改革、国资改

革、养老民生等。同时，该机构表

示第三波行情不一定会出现逼

空走势， 或将呈现震荡上行格

局，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军工这

条最强的投资主线。

光大证券看多的态度则似

有软化，该机构分析称股指有进

一步上行机会，但欧美货币政策

及地产新融资政策对A股资金

有分流作用， 沪指摸高2400点

后，市场情绪或将有所降温。 面

对估值的高企和资金面的隐忧，

或使市场震荡幅度加大，上行空

间收窄。虽然财通证券对短线和

中线均持看多观点，但也表示当

前市场阶段性风险在逐步累积，

本轮反弹正接近阶段性尾声，四

季度的行情可能先扬后抑，但四

中全会召开前股指还以震荡盘

升为主。

持看平观点的申银万国证

券认为，近期A股强势不改表明

其内在仍有较强上攻欲望，因此

行情难以在短期内快速降温，但

目前的量能也不支持大盘实现

突破。 从市场环境看，10月中下

旬有诸多重大事项揭晓将成为

关注焦点。 结合技术面分析，目

前上升五浪已展开，后市大盘涨

幅有限，行情转入宽幅震荡的可

能性较大， 且在四中全会结束

后，行情有暂歇休整的可能。 因

此建议控制仓位，侧重防御。

持看空观点的西南证券预

计10月下旬或迎来新股密集发

行，资金面数据显示融资需求低

迷，而本周即将披露的诸多经济

数据或将对周期性行业形成利

空效应，大盘或将考验2300点整

数关口。

节后“开门红” 上证指数涨

0.45%

节后A股市场出现了先扬

后抑的走势。 但成交量依然持续

放大，周四沪市成交量能站上了

2000亿元， 虽然周五略有所萎

缩，但仍然达到1923亿元，较前

期的1500亿元，以及年初的600

亿元的日均成交额均有了实质

性的提升， 说明新增资金正在

“鱼贯而入” 。 在此驱动下，上证

指数上周小涨0.45%。

由此可见，目前A股市场的上

升趋势已较为清晰， 而成交量的

持续放大则说明指数对应着要再

上一个新台阶。 比如年初，沪市的

日均成交金额为600亿元左右，对

应上证指数中枢为2000点； 二季

度沪市日均成交金额为1000亿元

左右， 对应上证指数2200点中枢

位置；到9月日均成交金额则达到

1500亿元左右， 上证指数也站上

了2300点。进入到10月后，沪市的

成交量达到了1900亿元， 甚至一

度冲击2000亿元。从这个角度看，

上证指数有望站上2400点。

此外， 沪港通的开通还将为

A股引来更多增量资金。 这是由

于海外成熟市场的资金无风险利

率趋近于零， 我国目前的无风险

利率则高达5%。 所以即便A股估

值高，但由于无风险利率的高企，

海外资本的套利欲望也会仍然强

烈，因此，沪港通有望给A股带来

实质性的资金买盘。具体来看，近

期的血制品概念股、中药概念股、

食品概念股的强势就是因为越来

越多的资金认同此类品种是稀缺

资源， 是全球资本竞相追捧的中

国特色稀缺标的， 此类个股由此

买力大增， 成为A股市场新的涨

升兴奋点。 如此来看，A股也的确

有继续强势的趋势。

三季报业绩预喜个股排行榜

医药股三季报预喜比重超九成

预喜公司获追捧 三季报行情开幕

□本报记者 张怡

10月是上市公司三季报的

密集发布期，自上周开始，三季

报行情就拉开了大幕，业绩增速

较高的板块和个股获得了资金

的热烈追捧。 据Wind数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目前，已经发布业

绩预告的公司中超过六成的公

司业绩预喜，其中业绩增幅超过

1倍的个股就超过了160家。行业

方面，消费与成长类公司业绩表

现突出，其中医药生物行业个股

预喜比重超九成， 而建筑装饰、

家用电器和公用事业等行业则

兼具业绩和估值优势；综合考虑

估值、业绩、景气度等因素，大消

费成为机构推崇的重点。

三季报开幕 预喜股获追捧

国庆节过后，A股市场中包

括上证综指、中小板指和创业板

指在内的主要指数频频上演“新

高秀” ，涨停股家数维持高位，其

中除了热门题材的助力外，三季

报业绩预增股的火热也为市场

增色不少。

业绩预告方面，据Wind数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10月12日，

已经有107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

第三季度的业绩预告， 其中，有

668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的业绩

将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316家

预计将出现业绩下滑，还有部分

公司未能对业绩增减幅度有确

切的预计，或是表示业绩不会发

生太大变化。

其中， 部分业绩大幅预增

个股已经获得了资金的热烈追

捧。 据统计，在所有已经预披露

业绩的个股中，节后三个交易日

涨幅前十位的个股多为业绩大

幅预增的个股。 其中，朗源股份、

皖维高新、隆平高科、利达光电、

沃华医药等个股的净利润增幅

均超过了1倍。 与此同时，统计发

现， 业绩预增且股价自9月以来

创出历史新高的个股还有包括

朗源股份、隆平高科、大富科技、

科达光电、三聚环保、川投能源

等在内的202只个股。

其中， 朗源股份表现尤为

惊人， 其在10月8日晚间发布了

靓丽的三季报业绩预告，预计前

三季度净利润将同比大增600%

-630%。 受此带动，朗源股份的

股价连续三日放量涨停，累计涨

幅超过了33%，至上周五股价达

到8.44元，创出历史新高。

三季报方面，10月8日晚间

沃华医药、 广弘控股和天健集团

三家公司为季报披露拉开了大

幕，随后金亚科技、安信信托和深

圳惠程也相继于上周披露了季

报。上述公司中，沃华医药市场表

现最为抢眼， 上周三个交易日股

价大涨18.20%，主要系公司前三

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148%提振，

原因是随着公司主导产品心可舒

片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销售

市场趋于稳定， 销售收入持续稳

定增长； 且公司销售费用率得以

明显降低。受沃华医药的带动，一

向以业绩稳定增长著称的医药生

物板块迎来了投资良机。 国庆节

后首个交易日， 申万医药生物板

块大涨3.01%，领涨A股市场。

医药九成预喜

机构看好大消费

十月A股市场迎来“多事之

秋” ， 经过前期大涨之后市场此

时波动风险加大。 恰逢上市公司

三季报密集披露期， 由此个股分

化也可能由此触发。 业绩靓丽的

个股有望获得资金的追捧， 而成

为市场中有别于题材股的独特风

景线；而前期涨幅已高的个股，如

果业绩远低于市场预期， 则可能

迎来业绩验证而顺势释放风险，

值得投资者警惕。总体来看，医药

行业预喜公司占比高， 机构也多

看好大消费行业的未来表现。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扭亏公

司在内， 有165家上市公司前三

季度业绩预增幅度达到或超过

了100%。 从行业分布来看，化

工、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电子、

电气设备和通信行业的公司数

目均超过了10家。

由于各行业个股分布数目

不同，从预增公司占比这一数据

更能发现行业投资机遇。 据统

计，62家已经发布业绩预告的医

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中，有56家

公司均表示三季报净利润将出

现不同程度的增长，预喜比重超

过了九成；同时，建筑装饰、公用

事业和计算机行业预喜比重也

均达到8成， 农林牧渔、 家用电

器、传媒和化工等行业则均超过

了7成。 上述行业潜在的投资机

遇相对较多。

不过，上述行业中部分行业

目前已经处于相对较高的估值

区间，存在一定的估值风险。 据

Wind数据统计，目前，计算机、

传媒、农林牧渔行业目前的市盈

率（TTM）分别为58.2、56.1和

68.6倍，在行业排名中估值较高；

医药生物行业目前的市盈率

（TTM）则为37.6倍，处于中等

位置；相对而言，建筑装饰、家用

电器、公用事业等行业的市盈率

则分别仅为9.7、13.6和14.5倍。

当前A股市场中谨慎情绪逐

步升温， 投资者在参与三季报行

情之时， 需要同时考虑业绩与估

值两方面因素， 大消费成为诸多

机构看好的区域。中信证券表示，

相对于其他部门利润增速大幅下

滑， 消费品部门利润增速存在改

善边际。 四季度住房信贷政策放

松将避免住宅销售大幅下降，这

有利于消费扩张， 建议关注利润

增速逆势上升的酒、 饮料和食品

制造等行业。民生证券认为，目前

市场情绪空前高涨，但从盈利、景

气度和经济周期三大视角分析，

建议持谨慎态度， 适时减仓并提

升消费板块比重，包括食品饮料、

医药等。国联证券也指出，转型和

改革仍是当前的主旋律， 但在缺

乏基本面支撑的背景下， 需要警

惕市场风格的转换， 建议配置有

业绩支撑的医药生物、家用电器、

铁路基建等板块。

机构分歧加大 行情迎关键期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4家看多，4家看平，

2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5.00%，较前一周回落2.5个百分

点，显示机构整体上仍看好后市，

但短期做多情绪有所收敛。 与上

周相比，共有5家机构改变了对大

盘短期走势的看法，其中1家对中

线趋势作了修正：（1）多→平，信

达证券、 国都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多转为看平， 民生

证券对中线趋势也转为看平。

（2）多→空，新时代证券对本周

趋势由多翻空， 对中线仍保持看

多不变。（3）平→多，华泰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调升为看多，对

中线保持看多不变。

与前一周相比， 短线看多

的机构数量有所减少，部分机构

转为看平，认为大盘短期面临调

整压力，其余机构则仍坚持看多

后市。持看平观点的机构认为市

场调整幅度将加大，个别机构坚

持认为大盘将考验2300点支撑。

多头代表五矿证券表示对

后市充满信心， 一是9月投资者

信心指数创六年多新高，这是市

场进一步活跃的前奏；二是四中

全会将进一步深化经济市场化

程度， 上市公司将从中受益；三

是节前流入大量资金，该现象在

近年少见。 该机构认为A股正迎

来新机遇。 华泰证券指出随着四

中全会召开，股指有望展开第三

波上涨行情，而政策预期将是最

大推手，包括土地改革、国资改

革、养老民生等。同时，该机构表

示第三波行情不一定会出现逼

空走势， 或将呈现震荡上行格

局，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军工这

条最强的投资主线。

光大证券看多的态度则似

有软化，该机构分析称股指有进

一步上行机会，但欧美货币政策

及地产新融资政策对A股资金

有分流作用， 沪指摸高2400点

后，市场情绪或将有所降温。 面

对估值的高企和资金面的隐忧，

或使市场震荡幅度加大，上行空

间收窄。虽然财通证券对短线和

中线均持看多观点，但也表示当

前市场阶段性风险在逐步累积，

本轮反弹正接近阶段性尾声，四

季度的行情可能先扬后抑，但四

中全会召开前股指还以震荡盘

升为主。

持看平观点的申银万国证

券认为，近期A股强势不改表明

其内在仍有较强上攻欲望，因此

行情难以在短期内快速降温，但

目前的量能也不支持大盘实现

突破。 从市场环境看，10月中下

旬有诸多重大事项揭晓将成为

关注焦点。 结合技术面分析，目

前上升五浪已展开，后市大盘涨

幅有限，行情转入宽幅震荡的可

能性较大， 且在四中全会结束

后，行情有暂歇休整的可能。 因

此建议控制仓位，侧重防御。

持看空观点的西南证券预

计10月下旬或迎来新股密集发

行，资金面数据显示融资需求低

迷，而本周即将披露的诸多经济

数据或将对周期性行业形成利

空效应，大盘或将考验2300点整

数关口。

节后“开门红” 上证指数涨

0.45%

节后A股市场出现了先扬

后抑的走势。 但成交量依然持续

放大，周四沪市成交量能站上了

2000亿元， 虽然周五略有所萎

缩，但仍然达到1923亿元，较前

期的1500亿元，以及年初的600

亿元的日均成交额均有了实质

性的提升， 说明新增资金正在

“鱼贯而入” 。 在此驱动下，上证

指数上周小涨0.45%。

由此可见，目前A股市场的上

升趋势已较为清晰， 而成交量的

持续放大则说明指数对应着要再

上一个新台阶。 比如年初，沪市的

日均成交金额为600亿元左右，对

应上证指数中枢为2000点； 二季

度沪市日均成交金额为1000亿元

左右， 对应上证指数2200点中枢

位置；到9月日均成交金额则达到

1500亿元左右， 上证指数也站上

了2300点。进入到10月后，沪市的

成交量达到了1900亿元， 甚至一

度冲击2000亿元。从这个角度看，

上证指数有望站上2400点。

此外， 沪港通的开通还将为

A股引来更多增量资金。 这是由

于海外成熟市场的资金无风险利

率趋近于零， 我国目前的无风险

利率则高达5%。 所以即便A股估

值高，但由于无风险利率的高企，

海外资本的套利欲望也会仍然强

烈，因此，沪港通有望给A股带来

实质性的资金买盘。具体来看，近

期的血制品概念股、中药概念股、

食品概念股的强势就是因为越来

越多的资金认同此类品种是稀缺

资源， 是全球资本竞相追捧的中

国特色稀缺标的， 此类个股由此

买力大增， 成为A股市场新的涨

升兴奋点。 如此来看，A股也的确

有继续强势的趋势。

医药生物行业业绩预告情况

医药股三季报预喜比重超九成

预喜公司获追捧 三季报行情开幕

□本报记者 张怡

10月是上市公司三季报的

密集发布期，自上周开始，三季

报行情就拉开了大幕，业绩增速

较高的板块和个股获得了资金

的热烈追捧。 据Wind数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目前，已经发布业

绩预告的公司中超过六成的公

司业绩预喜，其中业绩增幅超过

1倍的个股就超过了160家。行业

方面，消费与成长类公司业绩表

现突出，其中医药生物行业个股

预喜比重超九成， 而建筑装饰、

家用电器和公用事业等行业则

兼具业绩和估值优势；综合考虑

估值、业绩、景气度等因素，大消

费成为机构推崇的重点。

三季报开幕 预喜股获追捧

国庆节过后，A股市场中包

括上证综指、中小板指和创业板

指在内的主要指数频频上演“新

高秀” ，涨停股家数维持高位，其

中除了热门题材的助力外，三季

报业绩预增股的火热也为市场

增色不少。

业绩预告方面，据Wind数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10月12日，

已经有107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

第三季度的业绩预告， 其中，有

668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的业绩

将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316家

预计将出现业绩下滑，还有部分

公司未能对业绩增减幅度有确

切的预计，或是表示业绩不会发

生太大变化。

其中， 部分业绩大幅预增

个股已经获得了资金的热烈追

捧。 据统计，在所有已经预披露

业绩的个股中，节后三个交易日

涨幅前十位的个股多为业绩大

幅预增的个股。 其中，朗源股份、

皖维高新、隆平高科、利达光电、

沃华医药等个股的净利润增幅

均超过了1倍。 与此同时，统计发

现， 业绩预增且股价自9月以来

创出历史新高的个股还有包括

朗源股份、隆平高科、大富科技、

科达光电、三聚环保、川投能源

等在内的202只个股。

其中， 朗源股份表现尤为

惊人， 其在10月8日晚间发布了

靓丽的三季报业绩预告，预计前

三季度净利润将同比大增600%

-630%。 受此带动，朗源股份的

股价连续三日放量涨停，累计涨

幅超过了33%，至上周五股价达

到8.44元，创出历史新高。

三季报方面，10月8日晚间

沃华医药、 广弘控股和天健集团

三家公司为季报披露拉开了大

幕，随后金亚科技、安信信托和深

圳惠程也相继于上周披露了季

报。上述公司中，沃华医药市场表

现最为抢眼， 上周三个交易日股

价大涨18.20%，主要系公司前三

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148%提振，

原因是随着公司主导产品心可舒

片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销售

市场趋于稳定， 销售收入持续稳

定增长； 且公司销售费用率得以

明显降低。受沃华医药的带动，一

向以业绩稳定增长著称的医药生

物板块迎来了投资良机。 国庆节

后首个交易日， 申万医药生物板

块大涨3.01%，领涨A股市场。

医药九成预喜

机构看好大消费

十月A股市场迎来“多事之

秋” ， 经过前期大涨之后市场此

时波动风险加大。 恰逢上市公司

三季报密集披露期， 由此个股分

化也可能由此触发。 业绩靓丽的

个股有望获得资金的追捧， 而成

为市场中有别于题材股的独特风

景线；而前期涨幅已高的个股，如

果业绩远低于市场预期， 则可能

迎来业绩验证而顺势释放风险，

值得投资者警惕。总体来看，医药

行业预喜公司占比高， 机构也多

看好大消费行业的未来表现。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扭亏公

司在内， 有165家上市公司前三

季度业绩预增幅度达到或超过

了100%。 从行业分布来看，化

工、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电子、

电气设备和通信行业的公司数

目均超过了10家。

由于各行业个股分布数目

不同，从预增公司占比这一数据

更能发现行业投资机遇。 据统

计，62家已经发布业绩预告的医

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中，有56家

公司均表示三季报净利润将出

现不同程度的增长，预喜比重超

过了九成；同时，建筑装饰、公用

事业和计算机行业预喜比重也

均达到8成， 农林牧渔、 家用电

器、传媒和化工等行业则均超过

了7成。 上述行业潜在的投资机

遇相对较多。

不过，上述行业中部分行业

目前已经处于相对较高的估值

区间，存在一定的估值风险。 据

Wind数据统计，目前，计算机、

传媒、农林牧渔行业目前的市盈

率（TTM）分别为58.2、56.1和

68.6倍，在行业排名中估值较高；

医药生物行业目前的市盈率

（TTM）则为37.6倍，处于中等

位置；相对而言，建筑装饰、家用

电器、公用事业等行业的市盈率

则分别仅为9.7、13.6和14.5倍。

当前A股市场中谨慎情绪逐

步升温， 投资者在参与三季报行

情之时， 需要同时考虑业绩与估

值两方面因素， 大消费成为诸多

机构看好的区域。中信证券表示，

相对于其他部门利润增速大幅下

滑， 消费品部门利润增速存在改

善边际。 四季度住房信贷政策放

松将避免住宅销售大幅下降，这

有利于消费扩张， 建议关注利润

增速逆势上升的酒、 饮料和食品

制造等行业。民生证券认为，目前

市场情绪空前高涨，但从盈利、景

气度和经济周期三大视角分析，

建议持谨慎态度， 适时减仓并提

升消费板块比重，包括食品饮料、

医药等。国联证券也指出，转型和

改革仍是当前的主旋律， 但在缺

乏基本面支撑的背景下， 需要警

惕市场风格的转换， 建议配置有

业绩支撑的医药生物、家用电器、

铁路基建等板块。

机构分歧加大 行情迎关键期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4家看多，4家看平，

2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5.00%，较前一周回落2.5个百分

点，显示机构整体上仍看好后市，

但短期做多情绪有所收敛。 与上

周相比，共有5家机构改变了对大

盘短期走势的看法，其中1家对中

线趋势作了修正：（1）多→平，信

达证券、 国都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多转为看平， 民生

证券对中线趋势也转为看平。

（2）多→空，新时代证券对本周

趋势由多翻空， 对中线仍保持看

多不变。（3）平→多，华泰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调升为看多，对

中线保持看多不变。

与前一周相比， 短线看多

的机构数量有所减少，部分机构

转为看平，认为大盘短期面临调

整压力，其余机构则仍坚持看多

后市。持看平观点的机构认为市

场调整幅度将加大，个别机构坚

持认为大盘将考验2300点支撑。

多头代表五矿证券表示对

后市充满信心， 一是9月投资者

信心指数创六年多新高，这是市

场进一步活跃的前奏；二是四中

全会将进一步深化经济市场化

程度， 上市公司将从中受益；三

是节前流入大量资金，该现象在

近年少见。 该机构认为A股正迎

来新机遇。 华泰证券指出随着四

中全会召开，股指有望展开第三

波上涨行情，而政策预期将是最

大推手，包括土地改革、国资改

革、养老民生等。同时，该机构表

示第三波行情不一定会出现逼

空走势， 或将呈现震荡上行格

局，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军工这

条最强的投资主线。

光大证券看多的态度则似

有软化，该机构分析称股指有进

一步上行机会，但欧美货币政策

及地产新融资政策对A股资金

有分流作用， 沪指摸高2400点

后，市场情绪或将有所降温。 面

对估值的高企和资金面的隐忧，

或使市场震荡幅度加大，上行空

间收窄。虽然财通证券对短线和

中线均持看多观点，但也表示当

前市场阶段性风险在逐步累积，

本轮反弹正接近阶段性尾声，四

季度的行情可能先扬后抑，但四

中全会召开前股指还以震荡盘

升为主。

持看平观点的申银万国证

券认为，近期A股强势不改表明

其内在仍有较强上攻欲望，因此

行情难以在短期内快速降温，但

目前的量能也不支持大盘实现

突破。 从市场环境看，10月中下

旬有诸多重大事项揭晓将成为

关注焦点。 结合技术面分析，目

前上升五浪已展开，后市大盘涨

幅有限，行情转入宽幅震荡的可

能性较大， 且在四中全会结束

后，行情有暂歇休整的可能。 因

此建议控制仓位，侧重防御。

持看空观点的西南证券预

计10月下旬或迎来新股密集发

行，资金面数据显示融资需求低

迷，而本周即将披露的诸多经济

数据或将对周期性行业形成利

空效应，大盘或将考验2300点整

数关口。

节后“开门红” 上证指数涨

0.45%

节后A股市场出现了先扬

后抑的走势。 但成交量依然持续

放大，周四沪市成交量能站上了

2000亿元， 虽然周五略有所萎

缩，但仍然达到1923亿元，较前

期的1500亿元，以及年初的600

亿元的日均成交额均有了实质

性的提升， 说明新增资金正在

“鱼贯而入” 。 在此驱动下，上证

指数上周小涨0.45%。

由此可见，目前A股市场的上

升趋势已较为清晰， 而成交量的

持续放大则说明指数对应着要再

上一个新台阶。 比如年初，沪市的

日均成交金额为600亿元左右，对

应上证指数中枢为2000点； 二季

度沪市日均成交金额为1000亿元

左右， 对应上证指数2200点中枢

位置；到9月日均成交金额则达到

1500亿元左右， 上证指数也站上

了2300点。进入到10月后，沪市的

成交量达到了1900亿元， 甚至一

度冲击2000亿元。从这个角度看，

上证指数有望站上2400点。

此外， 沪港通的开通还将为

A股引来更多增量资金。 这是由

于海外成熟市场的资金无风险利

率趋近于零， 我国目前的无风险

利率则高达5%。 所以即便A股估

值高，但由于无风险利率的高企，

海外资本的套利欲望也会仍然强

烈，因此，沪港通有望给A股带来

实质性的资金买盘。具体来看，近

期的血制品概念股、中药概念股、

食品概念股的强势就是因为越来

越多的资金认同此类品种是稀缺

资源， 是全球资本竞相追捧的中

国特色稀缺标的， 此类个股由此

买力大增， 成为A股市场新的涨

升兴奋点。 如此来看，A股也的确

有继续强势的趋势。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利好政策频频 房地产指数上涨

3.35%

近期房地产行业的利好政

策频频， 如各地方政府纷纷取

消限购政策，再比如央行、银监

会关于商品房首套房信贷政

策， 如此就使得房地产行业迎

来了新的投资契机。 限购取消

再加上信贷政策的配合， 刚需

人群便会涌入房市。 事实上，以

南京等为代表的省会城市的房

地产市场，在国庆长假期间，的

确较为红火。 受此影响，房地产

板块出现了较大力度的反抽行

情， 房地产指数也随之上涨

3.35%。

但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区

域性中心城市房市火爆的同

时，广州、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

地产市场却不温不火， 并未出

现集中购房人潮。 有观点指出，

一线城市的人口涌入趋势放

缓，这意味着刚需购买力减弱。

而地方政府债务平台相关政策

的出台， 也折射出房地产政策

救“存量” 而不刺激“增量” 的

目的。 在此背景下，部分热钱放

慢了加仓地产股的投资步伐，

这可能是实质性利好政策频

频， 但地产股只是出现了一波

反弹而不是一轮有力度的拉升

行情的原因。

因此房地产板块进一步上

涨空间相对有限。 而且如果考虑

到万科A、招商地产等房地产市

场龙头股的总市值数据等因素，

房地产龙头类上市公司的股价

进一步大幅涨升的空间并不大；

只是部分中小市值的房地产股，

会因为地产行业景气的分歧而

开始加大转型步伐，从而获得新

的资金追捧，这可能是近期房地

产板块出现了万科等一线地产

股“举步维艰” ，但中粮地产、荣

安地产等中小市值地产股反复

活跃的原因之一。 由此，地产股

的未来走势是题材驱动而不是

行业景气驱动。

受益沪港通 医药指数上涨

2.96%

近期医药板块出现了相对活

跃的态势，天坛生物、博雅生物等

血制品股，紫光古汉、佛慈制药、马

应龙等中药股均成为A股热钱竞

相追捧的对象，说明新增资金正在

加大对制药股的投资力度，从而驱

动着医药指数上涨2.96%。

这一方面是因为医药股在

近一年多来的走势相对疲软，场

内的筹码锁定性能较强，因此新

增资金一旦进场，首先考虑的就

是这些股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医药行业是典型的朝阳性产业，

其需求持续稳定，且市场容量有

进一步加速扩容的态势，而这主

要得益于我国居民收入提升后

对健康的重视以及政府加大对

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所以，医

药行业的向上趋势依然清晰可

见，故成为新增资金竞相加仓的

标的。 更何况，无论是血制品股

还是中药股，均是A股的相对独

特的、稀缺标的。 因此沪港通一

旦开通，境外热钱会优先考虑这

些稀缺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公

司。 由此，此类个股的买盘力量

陡增，成为医药板块的亮点。

而且医药股的行情还未结

束。 一方面，因为当前医药行业

的利好政策尚未逐一兑现，尤其

是沪港通以及深化改革对医药

产业的积极影响尚待释放，医药

板块的涨升尚有后续的题材催

化剂；另一方面，因为医药股近

期持续放量，说明新增资金已深

度介入，除了天坛生物等龙头品

种外，大多数医药股涨幅尚不足

10%， 未脱离新增资金的成本

区，因此短线仍有进一步拉升的

意愿。 在操作中，仍可跟踪中药

股、血制品股、医疗服务概念股。

分化加剧 酿酒食品指数微跌

0.25%

伴随着A股市场成交量的持

续放大， 尤其是沪市的成交量已

在2000亿上下徘徊， 说明A股的

确迎来了新增资金。 而新增资金

建仓的对象， 一般需要符合三个

要素，一是前期涨幅不大，二是筹

码锁定性好，三是产业前景广阔。

对照这三个要素， 酿酒食品产业

类个股无疑是较佳的新增资金加

仓品种。 故在近期酿酒食品板块

的相关个股不时出现放量长阳走

势，如好想你、三全食品、西王食

品、煌上煌等。 但白酒股近期跌幅

过大，削弱了食品股的做多能量，

故而酿酒食品指数微跌0.25%。

由于酿酒食品产业股中的

食品股得到了新增资金的关注，

因此其中短线走势仍有期待。 更

何况，未来一两年产业发展前景

较前些年更为乐观。 一是因为消

费多元化将给食品饮料产业注

入新的活力。 国外的经验表明，

人均GDP超过4000美金后，消费

多元化阶段会带来需求倒逼的

产品供给。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2011年中国人均GDP刚超越

5000美金（5445美元），初步进

入消费多元化阶段，意味着我国

消费者对食品饮料的需求也随

之步入到多元化阶段，因此食品

饮料产业的活力陡增。 二是消费

政策力度更大。 随着政策发力形

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逐

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将会支

撑食品饮料产业股的估值切换。

另外，房地产支出的降低也将有

利于我国居民对食品饮料支出

的增多，所以，酿酒食品产业股

迎来新的投资契机。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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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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西南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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