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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走出独立行情 三大股指收涨超七成个股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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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报预喜率不足三成 科创板个股分化或加剧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蜀君

周二，美股三大股指跌幅超过1%，而欧洲主要股指也遭遇集体下跌，而昨日，受外围市场影响，A股
三大股指开盘集体下挫，但截至收盘却再度走出独立行情，三大股指集体小幅收涨，行业板块多数收涨。

外围市场大跌
A股三大股指却集体收涨

周二，美股在科技股领跌下全线下跌，三大股
指均跌逾1%，道指下跌超300点。截至收盘，道
琼斯指数下跌313.98点，跌幅1.19%，报26164.04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2.52 点，跌幅 1.67%，报
7823.78 点；标普 500 指数下跌 45.73 点，跌幅
1.56%，报2893.06点。

值得注意的是，美大型科技股遭遇集体下
跌。截至当天收盘，亚马逊下跌1.57%，谷歌母公
司Alphabet下跌1.50%，奈飞下跌1.36%，苹果下
跌1.17%，Facebook下跌1.07%，微软下跌1.06%。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也纷纷遭遇下跌。德国
DAX指数下跌127.23点，跌幅1.05%，报11970.20
点。法国CAC40指数下跌64.99点，跌幅1.18%，
报 5456.62 点。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54.73 点，
跌幅0.76%，报7143.15点。

受外围市场影响，10月9日早间，A股三大股
指集体低开，其中沪指低开0.39%，而深成指和创
业板指数分别下跌0.33%和0.22%。同时，数字货
币、苹果概念、ETC、工业大麻、农药等板块跌幅居
前。在遭遇低开后，A股三大股指逐渐回暖，截至
10月9日收盘，三大股指集体小幅收涨，其中沪指
收盘上涨 0.39%，收报 2924.86 点；深成指上涨
0.34%，收报 9506.56 点；创业板指上涨0.36%，收
报1622.42点。

行业多数收涨
物流板块44只个股40只上涨

从行业来看，根据同花顺数据显示，除了饮料
制造、机场航运、酒店及餐饮、景点及旅游等四个
行业微跌外，其余行业板块均获得不同程度上涨。

其中，物流板块以2.35%的涨幅排名第一，该
板块的44只概念股中，除了一只停牌外，只有传
化智联和华贸物流两只个股微跌0.91%和1.13%，
上海雅仕不涨不跌外，其余 40 只个股均有所上
涨，其中原尚股份、天顺股份和ST安通等三只个

股涨停，顺丰控股、中创物流、德邦股份等个股涨
幅超过5%。

除了物流板块，视听器材和银行板块分别以
1.95%和 1.78%的涨幅排名第二和第三。值得注
意的是，在银行板块中，除了南京银行微跌0.57%
外，其余32只银行股均获得不同程度上涨，青农
商行以6.23%的涨幅排名第一，常熟银行以5.25%
的涨幅排名第二。

另外，半导体及原件、房地产开发、计算机设
备、贸易等在内的24个行业板块涨幅均超过1%。

而从概念板块来看，当天涨幅最大的为光刻
胶概念，整体上涨3.28%，其中江化微涨停，晶瑞
股份、西陇科学、强力新材等三只个股涨幅超过
5%。同时，三季报预增概念整体上涨2.74%，涨幅
排名第二，该概念共有10只个股涨停，包括久立
特材、光启技术、环球印务、同为股份、许继电气、
天顺股份、亿纬锂能、宝鼎科技、创维数字、天音控
股等。除此之外，坚朗五金、金钼股份、天宇股份
等涨幅超过8%，摩恩电气、益生股份、中来股份涨
幅超过7%。

另外，涨幅超过 2%的概念板块还包括丙烯
酸、华为海思概念、集成电路概念、氢氟酸、养鸡等
概念。

超七成个股飘红
39只个股涨停仅11只跌停

从个股来看，10月9日当天，A股上涨个股共
有 2754 只，占比 74.51%。其中涨停个股有 39
只。而下跌个股共有749只，跌停个股只有11家，
其中包括ST金贵、ST华鼎和ST中天三只ST股，
而剩余跌停的个股则分别为恺英网络、三盛教育、
晶华新材、金螳螂、乐歌股份、震安科技、睿能科
技、时代新材。

而在科创板的 33只个股中，只有山石网科、
传音控股、热景生物、铂力特和安博通这五只个股
有所下跌，其中山石网科以10.31%的跌幅排名第
一。除此之外，其余28只个股均有所上涨，其中
虹软科技以7.49%的涨幅排名第一，南微医学和睿
创微纳分别为4.96%和 3.45%的涨幅排名第二和
第三。

按照沪深交易所的安排，A 股上市公司
2019 年三季报发布工作定于 10 月 10 日（今
日）正式启动。对于科创板上市公司而言，三
季报将是其上市后正式交出的第一份“答卷”，
从目前已上市公司透露出的信息来看，科创板
业绩整体预期较为平淡，三季报的具体成色或
成为影响未来科创板个股走势的分水岭。

科创板公司预喜率偏低

沪深交易所披露的信息显示，深市中小板
公司首份2019年三季报的发布时间定在10月
10日，深市主板以及创业板公司三季报的披露
工作则将从10月 12日启动，而沪市主板上市
公司的首份三季报将于10月15日出炉。相较
之下，科创板上市公司 2019 年三季报的发布
时间则较为靠后，10月 24日才会有首份科创
板上市公司三季报浮出水面。

就具体科创板公司而言，铂力特将在10月
24日揭开科创板公司三季报发布的帷幕，瀚川
智能则紧随其后在10月 25日披露三季报，不
过科创板公司三季报发布的密集期还是集中
在 10月 28日~10月 31日，航天宏图、晶晨股
份、西部超导等30家科创板公司将集中在这四
天公布各自的三季报。

由于科创板公司三季报发布时间普遍偏
晚，这也导致目前公开的科创板公司的三季报

预告数量偏少，据记者梳理，截至到10月9日，
在已经上市或已经披露招股说明书的37家科
创板公司中，只有海尔生物、申联生物、晶丰明
源、传音控股、山石网科、微芯生物、晶晨股份、
瀚川智能、嘉元科技、心脉医疗、南微医学、福
光股份、新光光电、华兴源创等14家公司披露
了 前 三 季 度 业 绩 预 期 。 其 中 ，海 尔 生 物
（83%）、晶丰明源（7.91%）、传音控股(764.1%)
预计前三季度将实现不同幅度的业绩增长，山
石网科（131.7%）预计有望扭亏。申联生物、新
光光电则预计三季报业绩将出现下滑。其余8
家公司则表示暂时不能确定前三季度业绩的
具体变动方向。

整体而言，从已公布的三季报预告看，科
创板公司目前的三季报预喜率只有28.57%。

三季报业绩或仍较稳定

就现有的三季报预告而言，科创板公司的
整体预喜率不尽如人意，业内人士也判断，科
创板公司的三季报业绩最终仍会相对平稳但
有可能较中报出现一定回落。

申万宏源投资顾问谭飞表示，在目前已公
布三季报预告的科创板公司中有超过半数无
法明确具体的业绩走向，还有超过20家的科创
板公司没有公布三季报预告，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作为高风险市场的科创板确实存在上
市公司业绩短期内剧烈波动的可能，相关公司
不到最后时刻不能轻易对前三季度的业绩数

据做出预测。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多数科创
板公司没有明确三季报业绩走向或许暗示着
相关公司三季报的业绩数据较去年同期没有
太大的变化，毕竟从A股历史上看，绝大多数
在业绩预告中表明“不确定”的公司都属于中
小板和创业板，其发布“不确定”业绩预告主要
是为了满足交易所硬性规定的财报预告披露
责任，其最终财报数据都较为平稳，预计科创
板公司也有可能重演这种情况。

华融证券投资顾问李佳则指出，相对于主
板以及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影响科创板公司
业绩走向的不确定因素更多，这可能是导致
目前科创板公司三季报预喜率偏低的主要因
素。不过通过梳理中报数据可以发现，在8家
表示三季报业绩“不确定”的公司中，心脉医
疗、瀚川智能等公司在上半年都实现了业绩
正增长。而在没有披露三季报预告的22家科
创板公司中，有 19 家公司中报业绩正增长。
有了上半年业绩的托底，预计科创板上市公
司三季报业绩整体上即便出现下滑也会相对
平稳。

科创板个股分化或加剧

虽然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不必对科创板上
市公司的三季报业绩走向过于悲观，但同时也
提醒投资者三季报很可能成为科创板个股走
势的分水岭。

谭飞指出，截至到10月 8日，科创板的整

体换手率只有9.69%，明显低于8月份和9月份
25.03%和17.58%的水平，澜起科技、传音控股
等股还在当天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最低股价，这
些现象都表明科创板正在降温，在此背景下，
三季报有可能进一步对科创板个股的走势带
来分化。毕竟科创板打新中签的投资者已经
获利丰厚且多数离场，接盘筹码也基本稳定，
股价走势将更大程度上受到业绩的真正影
响。三季报的业绩情况一旦出炉，一方面让那
些业绩超预期的科创板个股迎来二次上涨的
动力。另一方面，那些业绩没有起色，或者被
市场寄予很高预期但业绩却不及市场预期的
科创板公司股价会再度承压。

李佳则提醒投资者，不能单纯看科创板公
司三季报净利润是否增长，而需要兼顾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前三季度的业绩是否主要来自主
营业务；二是公司业绩若出现好转是否存在季
节性因素；三是与同类公司相比，是否存在局
部优势。如果上市公司前三季度业绩表现优
异，且业绩主要来自主营业务的增长，同时排
除季节性因素且较同行业公司业绩更加突出，
那么就意味着这样的科创板公司值得关注。
从市盈率的角度来看，现在科创板公司的市盈
率没有太低的，但如果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出现
大幅增长，那么它的市盈率也会大幅下降，投
资者应依据上市公司利润变化的预期及预期
的变化而对股票价格进行合理重估，这个过程
势必会有较多的投资机会，同时投资者也要注
意持股的可能风险。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凌天亮

对于目前市场走势，各大
券商也纷纷发表观点。

其中，安信证券表示，经过
近期的结构性调整后，市场情
绪逐步趋于理性。当前全球经
济增速放缓，风险日趋显现，大
类资产波动率逐步上升，对于
国内短期风险偏好造成一定冲
击。从国内来看，经济企稳曙
光乍现，未来逆周期政策进一
步发力，市场整体尚不面临系
统性风险。

安信证券认为，短期市场
可以考虑在风险偏好降温后进
一步回归基本面，例如三季报
高景气的方向，适当回避纯粹
高风险偏好驱动近期涨幅较大
的品种。行业重点关注：券商、
医药、电子、汽车、风电等，主题
建议关注自主可控、国企改革
等。

海通证券则表示，借鉴历
史，上证综指 2733 点附近是牛
市第二波上涨的起点，外盘下
跌等因素干扰下，初期的折返
跑蓄势尚未完成。主升浪加速
需 要 确 认 基 本 面 或 政 策 面 向
好，跟踪四季度后半段基本面
数据和政策动向。

海通证券表示，预计 11 月
到年底，有望看到基本面企稳
逐步确认，政策面进一步发力，
牛 市 第 二 波 主 升 浪 将 加 速 向
上。行情加速往往靠低估的银
行带动，岁末年初是窗口期，中
期而言科技和券商更优。投资
者可关注资金有回流迹象的超
跌科技股，同时重点跟踪三季
报业绩预期良好的公司。

深证成指收报9506.56点，涨

31.81点，涨幅为0.34%。创业

板 指 数 涨 0.36%至 1622.42
点 ；中 小 板 指 数 涨 0.26% 至

5999.53点。

资金有回流迹象的
超跌科技股可关注

上证综指以2902.07点
低开，最终收报2924.86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11.29点，涨

幅为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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