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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准靴子落地

资本市场政策预期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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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 A 股实现五连涨， 累计

涨幅达到 3.9%， 又开启了新一轮

“3000点拉锯战”。 北上资金上周

净流入高达 280.08亿元， 创下了

今年来周度最高流入金额，从扫货

力度来看，金融、基建、能源取代科

技和消费，成为北上资金新的青睐

对象。

业内分析认为，随着降准靴子

的落地，资本市场的政策预期更为

明确，政策未来将着重做好维稳工

作，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加大支持

实体经济力度， 国庆前有望迎来

一波股债双牛行情。

本周影响市场的事件主要来

自两方面： 一是 8 月宏观数据将

陆续公布，CPI、PPI 的变动情

况是市场关注焦点； 二是苹果

将召开秋季新品发布会，

产业链相关个股或出现

一定的交易性机会。

本版撰文 林籁

北京时间 9 月 11 日凌晨 1

点， 苹果将举行今年的秋季新品

发布会， 届时可能会推出三款全

新 iPhone，以及 Apple Watch Se－

ries 5。新机发布后，苹果很可能在

9 月 13 日开启新机的预售工作，

而正式开售的日期则定在了 9 月

20 日。 相关产业链消息称，i－

Phone11 的定位是 iPhoneXR 的

升级版， 采用 6.1 英寸 LCD 屏

幕，iPhone11Pro 则是 iPhoneXs 的

升级款产品，采用 5.8 英寸 OLED

屏幕，而 iPhone11ProMax 显然就

与 iPhoneXsMax 的定位相同，采

用大屏配置， 屏幕尺寸为 6.5 英

寸。

点评：随着苹果新机的上市，

苹果产业链概念股有望再次走

强。国元证券表示，考虑到可穿戴

设备行业增速回升以及无线充电

功能在苹果新机中的搭载， 建议

关注无线充电渗透率提升受益标

的信维通信， 可穿戴行业加速增

长受益标的歌尔股份、长信科技。

题材 1：苹果产业链

市场期待已久的降准靴子落

地。 根据市场测算，此次降准释

放长期资金约 9000 亿元，其中

全面降准释放资金约 8000 亿

元， 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约 1000

亿元。关于利好板块方面，每次

降准首当其冲的是传导资金源

头的银行业， 其次是受惠于资

金的实体经济， 如近期政策重点

扶持的高端智能装备制造等板

块。

点评：降准如期落地，为银行

“减负”。 民生证券点评降准利好

时表示， 一方面降准政策的实施

将进一步延缓银行净息差下行的

速度，另一方面 “六稳 ”工作的推

进将减少银行的信贷成本， 两者

都会为银行盈利创造空间。 短期

内 “资产荒”状况持续 ，降准将体

现同业负债成本的缓释以及市场

估值提振后， 板块估值修复速度

加快。 因此同业负债占比较高、资

产端侧重零售的低估值股份行和

城商行更为受益。 推荐关注平安

银行，光大银行 ，招商银行 ，宁波

银行。

题材 2：银行

股市反弹， 代表市场交易情

绪的证券行业扛起领涨大旗，据

wind 数据，截至 9 月 6 日，申万

非银金融指数 9 月 5 个交易日累

计上涨 6.13%。 券商中报业绩同

样突出， 根据民生证券统计，36

家上市券商上半年利润增速达到

了 59%， 预计全年增速有望保持

50%。

点评：东莞证券表示，预期下

半年资本市场改革利好政策继续

推出，科创板、创业板重组将实质

性落地， 国外三大指数纳入

A

股

比例提升，外资持续流入可期，券

商政策红利继续。 自

8

月下旬以

来，两市成交额、两融余额边际上

升，北上资金单周净流入额回升，

券商业绩边际改善有望持续 。

9

月资金面是核心因素， 券商板块

或迎来阶段性机会。

国信证券也表示， 资本市场

改革持续，在低基数效应下，证券

业业绩有望维持高增长。 此外，差

异化监管使得头部券商获得更多

发展优势。目前券商板块

PB

估值

为

1.84

倍，处于中枢偏下区间，具

有较高安全边际。 具体投资标的

方面 ， 龙头券商估值在

1.3-1.9

倍， 市场未体现出对龙头券商的

估值溢价，建议持续关注。

题材 3：券商

电子行业重新进入资金视野。 一

方面，作为政策倾斜重点行业，降准直

接利好电子；另一方面，wind 统计数据

显示，根据 2019 年半年报，社保基金出

现在 569 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名单上， 其中 114 家公司为新进

持股。 从行业来看，社保基金重仓股集

中在银行、生物医药、电子等板块，新

进个股中， 电子信息行业个股最受青

睐。

点评：民生证券表示，电子行业上

半年是传统淡季， 但是中报业绩整体

超预期， 而且超预期的细分领域主要

是

5G+

半导体主线。 虽然贸易摩擦带

来了风险， 但也带来了大量的国产化

替代机遇 ，比如

5G

建设加速 、半导体

自主可控、 消费电子产业链走向全面

国产化。 三季度是电子传统旺季，三季

度业绩大概率将有望延续向好趋势 。

整体来看，看多电子板块，核心主线是

5G+

半导体

+

消费电子， 建议从业绩、

估值、预期三方面寻找投资机会。

题材 4：电子

“金九银十”旺季启动，水泥价格

涨势明显。 据中国水泥网行情数据中

心消息， 进入 9 月全国各地天气条件

好转，整体需求好于上中旬，加之局部

错峰生产，全国水泥价格涨势明显。 即

便是在市场极为困难的东北、 西北以

及西南地区， 局部地区水泥价格也出

现较大幅度上涨， 涨价水泥企业总计

数百家。 中报方面，水泥行业上市公司

也扎堆报喜，需求增长、供给压缩、价

格上涨等因素， 共同推动了水泥行业

上半年效益的进一步增长。

点评：华西证券表示，由于

2020

年

专项债额度提前下发及专项债新规下

资金确定性增强， 下半年基建投资增

速预计回暖， 而地产开工增速也将因

为当前的低库存总体保持稳定， 水泥

行业高景气仍将维持。 目前

A

股主要

水泥企业

2019PE

估值为

6-8

倍，在高

盈利周期延续的背景下估值或迎来修

复， 建议投资者关注核心资产及华北

基建复苏两条主线，推荐海螺水泥，华

新水泥，冀东水泥。

题材 5：水泥

本周重要财经事件

日期

9

月

9

日（周一）

事件

2019 中国

（西安）

电子商务博览会

2019 宁波印刷包装技术展览会

影响板块

电子商务、包装印刷

日期

9

月

10

日（周二）

事件

2019 中国晶圆制造材料技术与市

场论坛

2019 第十一届广州电子游戏国际

产业展

影响板块

新材料概念、电子竞技

日期

9

月

11

日（周三）

事件

ESC 2019 第六届国际储能峰会暨

能源技术与应用展览会

（广州）

影响板块

环保工程

日期

9

月

12

日（周四）

事件

2019 黄渤海国际水产养殖产业展

览会

2019 中国

（宁波）

体育产业博览会

影响板块

养殖业、体育产业

日期

9

月

13

日（周五）

事件

2019 浙江

（永康 ）

国际印刷包装工

业博览会

影响板块

包装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