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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价格 6 月份来环比或首跌 CPI 涨幅料明显回落 

 10 月 CPI 涨幅有望显著回落 

【行业动态与公司要闻】 

 房地产调控不能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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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场 

[table_yesmarket]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 

上证综指 2509.80 -0.73 

沪深300 2736.25 -0.99 

深圳成指 10591.66 -1.01 

中小板综指 6085.62 -0.44 

恒生 19677.89 -0.83 

国企 10646.75 -0.55 

恒生AH溢价 112.76 -0.20 

标普500 1253.23 -0.63 

NASDAQ 2686.15 -0.44 

MSCI新兴市场 989.63 0.00 
 
[table_aindustry] 昨日 A 股行业 

排名 行业名称 
成交量 

(百万) 
涨跌% 

1 黑色金属                       535.15 0.78 

2 轻工制造                       416.24 0.25 

3 纺织服装                       273.34 0.20 

 化工                           1202.67 0.12 

5 采掘                           494.13 0.11 
 
[table_Global]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商品 收盘 涨跌% 

纽约原油 95.52 1.34 

纽约期金 1791.10 1.99 

伦敦期铜 7825.00 -0.51 

伦敦期铝 2121.00 -0.93 

波罗的海干散货 1766.00 -1.01 
 

[table_latestreport] 近期研究报告 

 

 

[table_reseach] 研究员： 王寅 

电 话： 010-84183363 

Email： wangyin@guodu.com 

执业证书编号：  

联系人： 周红军 

电 话： 010- 84183380 

Email： zhouhongjun@guodu.com 
 

独立性申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都证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分析逻辑基于

作者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并得出结论，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特此声明。 
 



                                                                                    晨会报告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第 2 页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content] 
【财经新闻】 

 食品价格 6 月份来环比或首跌 CPI 涨幅料明显回落 

国家统计局将于明日公布 10 月 CPI 数据。由于 10 月中下旬以来，食品价格持续回落，部分农产品价格也在下跌，市场普

遍预期，10 月 CPI 同比涨幅将出现明显回落，有望降至 5.5%左右，甚至可能比 5.5%还要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券商预

计 10 月 CPI 食品价格环比将下跌 0.4%，有望成为 6 月份以来的首次下跌， CPI 环比则有望在年底实质回落。 

 

 10 月 CPI 涨幅有望显著回落 

10 月以来，蔬菜、猪肉等食品价格明显回落。分析人士认为，在食品价格回落和翘尾因素减弱的影响下，10 月 CPI 同比涨

幅有望显著回落至 5.3%-5.5%之间。商务部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30 日，主要食用农产品价格连续三周下跌。10

月 24 日至 30 日，蔬菜、肉类和鸡蛋价格的下跌幅度分别达 2.2%、0.7%和 0.6%。其中，蔬菜价格连续 3 周大幅回落，肉价

连续 5 周下跌。尽管水果价格上涨，但食品价格整体回落的趋势明显。  

 

【行业动态与公司要闻】 

 房地产调控不能功亏一篑 

   广为关注的商品房价格，近一个月来开始松动。一些城市商品房销售出现量跌价滞甚至量价齐跌现象，关于房地产开发

商转产、出售的消息也陆续传出。这些现象似乎意味着，房地产业发展开始陷入困局。已有的调控政策措施还会持续吗？回答应

当是肯定的。目前，房地产业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部分城市成交量萎缩，开发商资金链吃紧。浙江楼市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房产商

绿城集团被传"破产"，上海一些楼盘降价引发利益纠纷，北京一些楼盘开始打折促销，大型房产中介出现一定规模的"关店"现象，

一些房地产开发商转战矿产开发……从这些现象来看，房地产业本身、上下游产业以及利益相关方似乎都受到了不小冲击。   

 

 钢铁业十二五规划发布 支持大钢企兼并重组 

  工信部昨天正式印发《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称，我国粗钢需求量可能在"十二五"期间进入峰值弧顶区，

最高峰可能出现在 2015 年至 2020 年期间，峰值约 7.7 亿吨～8.2 亿吨。同时，综合预测，2015 年国内粗钢导向性消费量约为 7.5

亿吨。《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钢铁工业将步入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既面临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发展机遇，又面

临资源价格高涨，需求增速趋缓、环境压力增大的严峻挑战，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行业总体上将呈现低增速、低盈利的运行态

势。   

 国土部:继续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 

  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司长刘连和 7 日表示，未来将继续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遏制矿业权的非理性炒作。

初步考虑从明年起，新立矿业权要与"应整未整"所减少的矿业权数量联动，力争矿业权总数不再继续大幅增加，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合理减少，同时开采产能有序增长。 

   

 厦工股份(600815)收到 3000 万元政府基建投资资金 

   厦工股份今日披露，近日，根据《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市 2011 年第四批基本建设计划的通知》，公司收到厦门市

2011 年第四批基建计划投资资金，共计 3000 万元，资金全部来源于中央预算内投资，将用于公司挖掘机生产能力技术改造项目。 

 大股东控制重庆水投 重庆水务(601158)资产整合启幕 

   重庆水务昨日公告，公司 4 日接到重庆市政府《关于整合国有水务资产的批复》，决定由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75.1%）对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水投”）和公司等企业依法行使国有股东

职责。此举意味着市场关注已久的重庆水务与重庆水投资产整合事宜已正式拉开大幕，两公司首先将纳入同一控股股东麾下，这

也为下一步解决潜在同业竞争埋下了伏笔。 

 

 华策影视(300133)携手海宁市打造武侠影视文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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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策影视昨日宣布与浙江省海宁市政府共同成立海宁中国武侠（影视）文化产业基地。该基地总规模占地约 2000 亩，

双方计划共同投资超过 10 亿元（不含土地），用 5 年时间将产业园打造成全国乃至亚洲知名的武侠文化影视拍摄及旅游基地，年

吸引不少于 20 个剧组入驻拍摄，引进注册登记在基地的影视文化企业（工作室）不少于 200 家。   

 

【行业及公司研究】 

 新股研究-海联讯(300277):国内领先的电力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张咏梅】 

询价结论： 

我们预计公司 11-13 年每股收益为 0.92 元、1.12 元和 1.40 元。对应 11 年合理市盈率在 22-27 倍左右，建议询价区间为

20.24~24.84 元。 

主要依据：  

1、公司主要从事电力信息化系统集成业务，是国内领先的电力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是国内最早提供电力企业信息

门户系列软件及解决方案的系统集成商之一，是国家电网公司企业信息门户二期建设的三家入围实施厂商之一，在国家电网下属

省级公司在线运行的企业信息门户项目建设中排名第一。 

2、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分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咨询和服务，广泛应用于电力行业产业链中的发电、输电、变电、

配电、用电和调度等各个环节，全面提升了电力行业的信息化水平。2008-2010 年，公司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 34%，借助于自主

创新和技术优势，产品和服务的毛利率逐年提升。 

3、公司自主研发了工作流平台、鹦鹉螺开发框架、内容管理平台、海联讯智能工作平台、海联讯数据质量智能管理平台等

一系列技术平台，提高了二次开发的效率，缩短了软件开发的周期和开发成本，大大提高了公司解决方案的可复制性、灵活性和

应变能力。公司目前已经与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区域和省级电力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积累了丰富的项目实施经验和客户资源。 

4、根据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将在 2011 至 2015 年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投资额在 2 万亿左右。信息化作

为智能电网“智能化”的三大方面之一，是实现自动化和互动化的基础。据预测，未来五年，电力信息化投资将保持 14%以上的

复合增长率，至 2015 年，达到 397.95 亿元的规模。大部分农网公司的信息化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电力信息化行业发展空间巨

大。 

5、公司此次拟发行不超过 17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37%，用于信息应用系统的研发升级和技术支持中心项目的建

设。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及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风险提示：依赖电力行业的风险、市场竞争风险。 

 鱼跃医疗(002223):内生增长强劲，新品上市稳步推进 

【王寅】 

事件： 

近期我们对公司进行了实地调研，并与公司就生产经营问题进行了交流。 

投资要点： 

1、Q3 单季度增速放缓，全年高增长趋势不改。今年 Q1-Q3，公司营收和净利润为 8.85 亿元和 1.7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35.04%

和 50.01%。Q3 单季度营收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24.92%和 49.98%，扣除营业外收入公司业绩略有放缓。Q3 为公司的传统淡季，

七八月份原材料成本压力较大，且今年三季度内销平平，主要靠轮椅出口为主的外销支撑。我们认为短暂的增速放缓并不改变全

年高速增长的态势，随着四季度销售旺季的到来，公司全年净利润增速仍然有望达到 50%左右。 

2、老产品增长稳定，电子血压计和制氧机为增长亮点。汞柱式血压计、听诊器、保健盒等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为第一，

近几年一直保持着 15~30%的稳健增长态势。我们预计今年老产品方面的增速在 20%左右，未来增速大概在 15%左右。鱼跃牌电

子血压计已成为国内第二品牌，今年预计增长 90%-100%，明年依然保持快速增长，预计增幅在 50%以上。制氧机是公司的明星

产品，近三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前三季度增幅在 45%左右，随着压缩机逐步由自产替代外购，制氧机系列毛利率还有进

一步提升空间。 

3、新品上市稳步推进。血糖仪计划于明年春节后开始向市场推广，由 OTC 和医院临床两方面推进，预计目前产能大约在十

万台左右，公司计划三年内将该产品做到全国第一。空气净化器将于明年二季度进行推广，该产品市场定位较为高端，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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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广泛，将采取差异化销售的策略，目前储备的品种是家用和办公室用两种类型，我们预计空气净化器很有可能成为制氧机一

样快速增长的大品种。此外，新收购的注射器预计在血糖仪和空气净化器之后进行推广，定价方面与威高同产品保持一致。 

4、首次给予公司“短期-推荐”、“长期-A”的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11-13 年 EPS 分别为 0.59 元 0.87 元 1.24 元，当前股

价对应的 PE 分别为 42 倍、28 倍、20 倍，考虑到公司内生式增长强劲，外延式扩展步伐加快，我们首次给予公司“短期-推荐”、

“长期-A”的投资评级。 

 光迅科技(002281): 

【刘洵】 

事件： 

11 月 4 日上午，我们对光迅科技进行了联合调研，就公司主营业务开展状况及未来发展战略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简单的交流。 

主要观点： 

1.公司是国内光元器件领域的龙头企业，其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均居国内第一。公司依托武汉邮科院，近年来获得了迅猛的

发展，已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光电子元器件供应商，其两大主要产品光纤放大器和波分复用器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42%和

31%，稳居第一位。从全球范围来看，公司的综合市场占有率已由 08 年的 2%上升到目前的 3%，成功跻身全球前十大光学器件

制造商之列。公司目前已与二十多家国外通信设备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海外市场收入也逐年递增。 

2.无源器件成今年业绩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8.29 亿元，同比增长 18.49%；实现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 1.07 亿元，同比增长 1.99%。公司营收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接入网侧光无源器件的快速增长所致。公司无源器件上

半年实现收入 2.20 亿元，同比增长 22.13%。同时，子系统产品的营收同比下降了 7 个百分点。我们分析，由于运营商今年的建

设重点是在接入网侧，需要大量用到包括光连接器，光分路器 PLC 等在内的无源器件，因此公司该类产品今年的需求旺盛，收

入也随之高企。 

3.子系统产品明年有望迎来放量增长。公司的子系统产品，包括光纤放大器，光纤线路保护子系统 OLP 等主要应用于传输网

侧的信号中继放大和线路的保护。我们认为接入网的升级改造必将导致用户端数据流量的激增，从而倒逼运营商进行传输网的升

级扩容，具体时点，我们预计将在 12 年开始启动，从而全面利好公司子系统产品的销售。我们向公司方面了解到，从 3 季度开

始，子系统产品的销售环比逐渐向好，公司今后也将集中资源大力发展子系统产品，因为子系统的技术含量、壁垒更高，毛利也

高达 45%左右，远远超出无源器件，而对于一些低端无源产品，公司将逐渐采用委外加工的方式进行生产。因此，我们预测，子

系统产品将成今后 2 年拉动公司收入增长的主引擎。  

 信息服务:中国成全球第二大移动应用市场 移动支付快速增长 

【张咏梅】 

（1）上周沪深 300 指数收于 2763.75 点，涨幅为 2.02%；申万计算机应用指数收于 2010.66 点，涨幅为 8.33%；行业指数跑

赢沪深 300 指数 6.31 个百分点。 

（2）个股方面：本周板块受利好消息鼓舞，涨幅较大。板块内除少数个股外，均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其中涨幅较大的个股

有宝信软件（600845）、久其软件（002279）、浪潮软件（600756）；跌幅较大的个股有川大智胜（002253）、拓尔思（300229）、

科远股份（002380）等。 

行业要闻： 

IDC：Q3 诺基亚全球手机市场份额 27.3% 

报告称第三季度全球芯片销售额下降 1.7% 

谷歌雅虎等 5 大公司占据全球 64%网络广告支出  

9 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环比增长 2.7% 

IE 浏览器市场份额跌至 52.6% 

苹果 iOS 领先移动浏览市场 份额已超 61% 

报告称 2014 年 Android 平板市场份额超 iPad  

Flurry：中国飞跃成全球第二大移动应用市场  

IDC：PC 微处理器平均售价连续 8 个季度上涨 

2015 年移动支付用户将达 8.9 亿 交易额 9.45 亿美元 

公司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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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智胜增发 1214.85 万股 

卫士通股东减持 

投资建议： 

我们给予行业“同步大市”的投资评级。近期有消息称，软件产业税负减免细则将陆续推出。受扶持政策的鼓舞，上周计算

机软件板块有较大涨幅，大幅跑赢大盘。目前行业内公司的平均动态市盈率在 34 倍左右，估值相对于其他行业有些偏高。不过，

信息化需求依然强劲，未来 2-3 年内，软件业将继续保持快速的发展。鉴于外围市场的不确定性，我们建议投资者关注业绩稳定

增长的低估值个股，如航天信息、软控股份；以及具有较大成长潜力的个股，如东方国信、榕基软件等。 

 房地产:成交持续低迷，继续关注龙头公司 

【张崴】 

本周成交量: 本周（2011.10.29—2011.11.04）商品住宅成交维持低位。34 个城市本周成交 292.5 万平方米，环比下跌 13.5%，

同比下跌 36.7%。 

一线城市周成交 82.7 万平米，环比下跌 5.3%，同比下跌 37.3%。其中上海周环比上涨 30%，深圳上涨 6.7%，广州下跌 11%，

北京下跌 24.5%。二线城市周环比平均下跌 21.4%。三线城市周环比平均下跌 1.7%。 

十一月份的第一周，市场成交仍未能摆脱弱势格局，周成交同比萎缩明显。34 个城市周成交同比下跌 36.7%，其中，一线平

均下跌 37.3%，二线平均下跌 37.6%，三线平均下跌 30.5%。 

年初至本周，34 城市累计成交同比下跌 10.3%。其中，一线同比跌幅 18.7%，二线跌幅 7.8%，三线同比跌 2.3%。 

行业及公司要闻 

中国人民银行本周于公开市场实施资金净投放操作，传递政策微调信号，年底市场流动性或将有所宽裕。 

珠海市政府发文从 11 月 1 日起实行限购政策，本地居民和在珠海已缴纳一年以上社保的非本地居民，只能在香洲新购一套

房。同时，报备项目的住房平均价格超过 11285 元/平方米的，价格主管部门暂停备案，商品房预售管理部门暂停核发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 

根据中原地产数据，前 10 月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地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的房地产企业或项目数量总数超过 600 宗，

去年同期不足 300 宗。 

绿城中国董事长宋卫平撰千言书表示，“其实绿城无需引起大家如此大的担忧，一方面，绿城在努力抓销售，另一方面，我

们有腾挪的余地，可以出让一部分项目的股权解决资金上的问题。” 

保利地产披露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期权授予条件：前一会计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

于 14%，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比重不低于 90%。 

行业估值 

经过一周上涨，房地产板块历史 PE 有所上升，达到 17.51 倍，较上周有所上升，但仍处于 08 年以来的低位。 

投资建议 

政策压力已经到顶，但短期内仍无实质性放松可能。行业去化放缓、销售低迷的情况将持续。项目股权转让情况逐渐增多，

预计行业集中度逐渐提升。继续关注销售策略灵活、预收款增长稳定、业绩保障性强的行业龙头。维持行业推荐-A 的投资评级。 

【其他金融市场点评】 

 衍生产品策略-股指期货周报(10.31—11.04) 

【赵锴】 

1、市场行情回顾 

上周大盘延续了反弹行情，上证综指收报于 2528.30 点，周环比上涨 54.88 点，涨幅 2.22%；沪深 300 收报于 2763.75 点，上

涨 54.73 点，涨幅 2.02%；期指主力合约 IF1111 收报 2773.2 点，上涨 70.2 点，涨幅 2.6%。 

市场成交量继续放大。沪深 300 周成交额 3279.21 亿元，较前周增加 12.5%；周成交量 316.75 亿手，增幅 6.3%。  

2、期指合约成交和持仓情况 

期指合约交易量较前周小幅回落，日均成交量 26.4 万手，较前周降低 5%。日均成交额 2161.9 亿元，较前周减少 1.9%。收

盘时持仓量为 46488 手，较前周末增加 4317 手。 

从中金所公布的前 20 机构会员当月次月合约总持仓情况来看，上周主力机构多空仓量均有所起伏，总体来看均在增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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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20 机构空仓多仓差值来看，上周五差值总体有所增加，其中国泰君安、中证期货、华泰长城、光大期货、招商期货和南华期

货空多仓差值增加，其它如海通期货、广发期货、兴业期货等十家期货公司该差值减少，反应出投资者对于目前市场的分歧。 

3、套利机会分析 

各合约基差仍然为窄幅震荡，主力合约 IF1111 基差周最大为 19.72 点，最小-7.57 点。当月次月合约均没有出现正向期限套

利机会。 

当月次月合约价差波动较平缓，价差周最大 9.4 点，最小 3.4 点，标准差 0.8。在我们的策略下，上周共套利 4 次，合计利润

为 2.8 个指数点，年化收益约 12.7%。 

4、本周策略观点 

上近两周来市场的反弹，源于国内政策的微调显现和欧债危机的缓解。温总理提出“宏观经济政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政

府对小企业信贷支持开始在微观层面落实。从上周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PMI 指数环比回落 0.8 个百分点，预示经济增速或将继

续放缓。国外方面，欧洲央行降息 0.25 个百分点、希腊取消全民公决计划，欧美股市大涨，对 A 股反弹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技术面上来说，上周市场周 K 线连续收出第二根阳线，成功突破 60 日线和 2500 点关口。阶段性反弹行情开始向纵深发展。

连续两周反弹后，短线技术指标超买，2500 点以上市场分歧加大，市场短线有调整压力，但反弹行情并没有结束。超跌反弹和热

点转换仍是阶段性反弹阶段的基本特征。 

综合来看，反弹行情并没有结束，但经持续反弹后进入震荡调整的可能性加大。未来市场走势仍将依赖于政策走势和经济下

滑的博弈。投资者应密切关注周三宏观经济数据以及由此导致的政策变化。 

【重点公司公告摘要】 

 上海汽车(600104)2011 年 10 月份产销快报 

 精工钢构(600496)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国都策略视点】 

周一沪深两市窄幅震荡，收出缩量小阴线。沪市成交 788 亿元。磷化工、钢铁、造纸板块表现活跃，地产、金融为首的权重

股出现调整。 

温总理表态：下调房价是国家坚定政策，房市调控决不动摇。房地产政策松绑的梦想破灭，从资金流向看，房地产、建材板

块资金流出较多。 

综合来看，市场经过连续两周反弹后，缺乏新的热点板块刺激，处于震荡蓄势阶段，阶段性反弹行情没有结束。密切关注统

计局明天公布的 10 月份经济数据，机构预期 CPI 可能大幅回落。 

【新股申购策略】 

道明光学(002632)，上网发行 2135 万股，申购价 23.00 元，申购上限 2.1 万股，上限资金 48.30 万元，申购市盈率 67.65 倍。

公司是专业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种反光材料及反光制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亚洲最大的反光材料生产基地。主要产品包括各规

格、各等级的反光膜、反光布及以反光膜和反光布为原材料制造的反光制品。 

申购策略：今日发行一只中小板个股，资金将于 11 月 11 日解冻，将不与其他的新股申购冲突。该股在 2010 年的净利润增

速为 5.74%，净利率有所提高，2011 年中报为 16.64%。但公司有 48%的业务是出口，在人民币升值以及外围经济回复缓慢的背

景下，利润可能将受到一定影响。本次该股发行估值 67.65 倍，处于偏高的水平，而目前的市场环境虽有回暖但仍不具备形成反

转的条件，可以放弃本次申购。 

 

 

[table_stkpooltrend] 
【沪深股市当日重大事项交易提示】 

 上网发行： 

道明光学(002632) 申购代码：002632，申购简称：道明光学，发行数量 2135 万股，价格 23.0 元，发行市盈率 67.65 倍，申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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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21000 股 

 无涨跌幅限制的股票或基金： 

京新药业(002020)  无涨跌幅限制 

【新股发行】 
[table_newapp] 新股名称 申购时间 申购代码 申购价格 网上发行申购上限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道明光学 11 月 08 日 002632 23.00 元 21000 股 11 月 11 日 

申科股份 11 月 11 日 002633 -- -- 11 月 16 日 

海联讯 11 月 14 日 300277 -- -- 11 月 17 日 

赞宇科技 11 月 16 日 002637 -- -- 11 月 21 日 

金安国纪 11 月 16 日 002636 -- -- 11 月 21 日 

安洁科技 11 月 16 日 002635 -- -- 11 月 21 日 

勤上光电 11 月 16 日 002638 -- -- 11 月 21 日 
 

【在发基金】 
[table_newfund] 

在发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投资目标分类 发行日期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

础份额 

161819 股票型 11.07-12.02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401 债券型 11.07-12.07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70027 股票型 11.07-12.06 

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 11.07-11.30 

长盛同瑞中证2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160808 股票型 11.07-11.30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110035 债券型 11.07-11.29 

天弘丰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利 A 份额 164209 债券型 11.07-11.18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 11.02-11.25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基金份额  债券型 11.02-11.11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518 债券型 11.01-12.02 

长盛同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80009 债券型 10.31-12.02 

农银汇理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60011 股票型 10.28-11.25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0001 配臵型 10.27-11.28 

大成可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90017 债券型 10.26-11.25 

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 206011 股票型 10.26-11.22 

天弘丰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4208 债券型 10.24-11.18 

泰达宏利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162216 股票型 10.24-11.25 

建信恒稳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0016 配臵型 10.24-11.18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90007 股票型 10.18-11.18 

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33010 股票型 10.17-11.11 

中银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18 股票型 10.17-11.18 

天治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 10.12-11.11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33 股票型 10.10-11.11 

中邮上证 38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590007 股票型 09.2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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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证券投资评级 

国都证券行业投资评级的类别、级别定义 

类别 级别 定义 

短期 

评级 

推荐 行业基本面向好，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跑赢综合指数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跟随综合指数 

回避 行业基本面向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跑输综合指数 

长期 

评级 

A 预计未来三年内，该行业竞争力高于所有行业平均水平 

B 预计未来三年内，该行业竞争力等于所有行业平均水平 

C 预计未来三年内，该行业竞争力低于所有行业平均水平 

 

国都证券公司投资评级的类别、级别定义 

类别 级别 定义 

短期 

评级 

强烈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在 15%以上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在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变动幅度介于〒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跌幅在 5%以上 

长期 

评级 

A 预计未来三年内，公司竞争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B 预计未来三年内，公司竞争力与行业平均水平一致 

C 预计未来三年内，公司竞争力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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