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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股领涨三季度A股
机构乐观看待四季度行情
三季度的A 股上涨是主基 有色、钢铁板块领涨。Wind 数据 以钢铁行业为例，上市钢企
调。 三季度， 中小板指上涨 显示， 有色金属板块涨幅超 三季度的赚钱能力让市场“咂
马当先；深证成指涨 28% ，大幅领跑全市场。钢铁板 舌”，大部分上市钢铁企业三季
8.86% ，一
随其后；上证综指涨 块涨幅近19%，排名第二。以白 度单季盈利水平赶超上半年，单
5.3% ，紧
一步抬升；创业板指涨 酒为代表的食品饮料板块涨幅 季盈利水平处于历史高位。像安
4.9% ，进
超11%，排名第三。而公用事业 阳钢铁三季度业绩预告前三季
现垫底。
2.69% ，表
业内人士表示，有色、煤炭、 板块跌幅超3%，排名垫底。
度共赚9 亿元—10 亿元，去年
钢铁、化工等周期性板块在供给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 同期仅为1.4 亿元。而安钢半年
侧结构性改革、环保限产和经济 德伦表示，三季度在宏观经济持 报显示仅赚0.28 亿元，三季度
复苏需求增加的条件下，业绩呈 续向好的背景下，二季度的金融 单季就赚8.72 亿—9.72 亿元。
现井喷态势，成功带动并领涨三 强监管暂告一段落，资金面边际 海通证券认为，在供给侧结
季度A 股。展望四季度，不少机 放松，市场利率出现了略微下调； 构性改革和环保限产涨价后，周
构认为，目前市场乐观情绪已经 监管部门也适时调整了IPO 发行 期性行业正在往蓝筹股方向变
形成，经济进一步复苏，A 股行 节奏，弥补了融资、减持等相关制 化，股价三季度涨幅惊人，成为
度漏洞，市场情绪得到明显提升， A 股走好的重要驱动器。
情仍可期。
据显示，三季度，A A 股有了稳步向上的基础。
展望四季度，多位市场人士
Wind 数
股全部市值增加了3.66 万亿元。
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总经理 表示乐观。一方面宏观经济稳中
指数稳步上升，赚钱效应明显，市 杨德龙认为，基本面稳定，资金 向好的局面不会变，尤其是全球
场乐观情绪高涨，交易日趋活跃。 面边际宽松，政策提振信心，随 经济仍在同步复苏。另一方面，
三季度，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金额 着螺纹钢、有色金属、煤炭等价格 四季度资金面会呈边际放松。更
元，比二季度增近两成。 快速上涨而带来的周期股公司业 重要的是，A 股上升趋势已经起
5066 亿
沪深两市融资余额从6 月初的约 绩大超预期成为引爆股价的关键 来，乐观情绪形成，资金入市速
元，提升到9 月底的近万 因素，尤其是方大碳素三季度股 度有增无减，周期股业绩提升，
8500 亿
亿元，资金入市势头明显。
价涨幅达三倍的表现，成功点燃 创业板的业绩增速自二季度开
三季度，周期股强势爆发， 了市场炒作周期股的热情。
始回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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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长假不可惜
教你如何做个精明旅者

如果这个长假你没有来得及出 的7 折优惠。
的住宿模式已经是现在很流行的
去旅游，不用可惜，毕竟长假期间是
巧妙选择航空公司
选择了。
很贵的，机票和酒店的价格可能要 如果你居住的城市有多个机
行李打包技巧
比平时贵几倍。可即便
“买家不如卖 场，不妨订机票的时候询问清楚从 记得把可折叠的旅行袋装进
家精”，如果能提前做好功课，你依 不同机场出发的机票价格。通常来 行李中。这样，就算你的行李超
然能够用超低的价格，体验高质量 说，根据机场的位置和航空公司， 重，也不会让你过于惊慌，只需把
的旅行，变身
“精明旅者”。那么，现 票价也存在不小的差异。
超重的部分装进旅行袋，手提上飞
在就来看看旅行省钱小技巧。
选择小型或者经济型航空公 机即可。
巧用旅行平台的折扣
司，可得到相当便宜的机票价格。 目的的地交通提前做功课
如果你是各种旅行供应商的 即使无法在飞行途中享受豪华的 在租车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
会员，千万别忘记积分以及使用积 皮质座椅和个人的电视屏幕，但是 当地的租车行情。没准儿从机场的
分，很多时候你可以凭借这个VIP 当你以100 美金的价格拿到了双 代理处租车也能得到一些折扣。
自行车是非常不错的交通选
会员身份在航班舱位、贵宾室、酒 程机票，谁又在乎这些呢？
店、邮轮、旅行社行程中获取更多 落地后，在机场选择搭载你进 择。在丹麦的哥本哈根，每年的5
的折扣。同时关注旅游供应商的网 市区的交通工具时，一定要格外谨 月到12 月期间，超过125 家自行
站或者公号信息，他们通常会不定 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从机场搭乘 车商店提供了1300 辆自行车供游
期地发布并提供价格划算的超低 出租车时通常会加收费用。而在大 客免费租用。在阿姆斯特丹，自行
折扣。
城市最好选择搭乘安全快捷的机 车是最受欢迎的交通工具，每天花
错峰出游
场巴士或者地铁到达市中心，然后 费仅10 美金。
尽量选择在淡季出游。因为诸 再搭乘出租车，这样明显能节省不 有些国家有专门针对游客的
如加勒比海、墨西哥、夏威夷等度 少费用。
公共交通优惠券，比如日本铁路通
假胜地在除夏季之外的季节价格相 同一酒店住宿多天有优惠 票
（JAPAN RAIL PASS）、公交地铁
对便宜。比如夏威夷的饭店从9 月 到达目的地后，仍旧可以和饭 一日券之类的，如果一天中需要多
中旬到12 月中旬期间提供8 到9 店讨价还价。通常在淡季的下午4 次乘坐交通工具，可以选择此类优
折的优惠，而去欧洲旅行则最好选 点到6 点之间，很容易以优惠价格 惠，比单独购买车票便宜很多。
择感恩节到复活节这段时间，那时 订到房间，因为这个时段饭店在争
别错过免费参观日
绝对能获得意想不到的优惠折扣。 取填补取消预订的房间。此外，如 旅游目的地所提供的多种城
尽早预定行程
果你支付现金或者至少入住三天 市观光卡，可以为你节省不少费
尽早预订行程。如果可以在8 也很容易能获得优惠的价格。
用。凭此卡不仅能免费参观各景
月就开始预订感恩节或圣诞节的 通常欧洲各大城市的住宿费 点，在众多餐馆、商铺还能获得优
旅游行程，无疑能得到相当便宜的 用都比较贵，不如选择相对离市中 惠折扣。
价格。
心或商业区稍远的饭店住宿。如果 很多博物馆都有免费参观
套餐比单独预定更划算：
仍旧希望住在市中心，不妨选择当 日。比如在周日，马德里的普拉多
不妨购买旅行套餐。包含机 地品牌的小型精品酒店。如果你停 博物馆，伦敦的国家画廊、大英博
票、住宿、租车等费用的旅行套餐 留时间超过2 天，也可以考虑在当 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等等都免
至少让你享受到单独预订的价格 地租住公寓。要知道，类似Airbnb 收门票。 本报综合

集合信托收益率震荡回升
地产基建信托突破7%
今年以来集合信托收益率
触底后震荡回升。数据显示，8
月发行的集合资金信托产品
平均收益率为6.84% ，9 月产
品收益率较8 月有微幅下滑，
但房地产信托、基础产业类信
托收益率均突破7%。
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助理
研究员陈鹏介绍：“ 从7 月份
开始集合信托产品平均收益 信托公司加大了个人投资者销
相
比
机
构
投
资
者
，个
率超过7% 已经十分普遍，部 售力度。而
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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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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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益
率
。因
分信托公司推出的产品收益 人
下
半
年
信
托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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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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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率
在
率甚至超过8% 。不过部分银 此
动
中
仍
有一定的上行空间。
行系信托公司发行的产品平 波
均收益率在6% 左右，拉低了 值得注意的是，疲弱了许
久的房地产信托规模大涨，中
行业平均值。”
国投泰康信托公司研究 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从去
报告指出，2017 年以来，信托 年一季度开始，房地产信托新
产品收益率持续在波动中上 增融资规模由单季1500 亿元
行。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数据 水平呈现单边上升态势，去年
显示，二季度清算项目年化实 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新增的
际收益率为7.01% ，比一季度 房地产信托均超过2300 亿元，
今年二季度，新增房地产信托
提升2 个百分点。
国投泰康信托预计，下半 规模达到2700 亿元，为历史最
年信托产品平均收益率仍将 高水平。
稳中有升。一方面，为引导货 业内专家袁吉伟说，历史
币脱虚向实，较低水平的M2 经验显示，在周期行业高位运
增速将成为新常态，总体流动 行时发行的信托产品风险尤
性稳健偏紧。同时金融体系去 其需要警惕，当年热点往往会
杠杆将继续推进，阶段性的流 成为此后一两年的风险点。
动性紧张仍将不时出现并推 2016 年开始投放的大量房地
产信托面临在2018 年集中到
高市场利率。
另一方面，金融去杠杆使 期的问题，其中风险需要投资
商业银行压缩同业、理财业务， 者关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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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商品价格波动影响股票市场
煤炭行业相关股票基金惨跌逾5%

，黑色系商品又
10 月
10 日
一次大跌，焦炭主力合约大跌
煤主力合约跌了
5.62% ， 焦
外，螺纹钢主力大跌
2.88% ，此
矿石主力跌2% 。事
4.82% ，铁
实上，从9 月至今，黑色系商品
已下跌了一个月。期货市场的
价格下跌直接影响到股票市
场，进而导致煤炭、钢铁行业相
关基金近一个月以来位居开放
日内也大多处于下跌状态中，
式基金跌幅前列。
期货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波 马钢股份、宝钢股份、太钢不
动，直接影响到了股票市场，进 锈等个股跌幅都是两位数。就
而影响到商品类基金。据Wind 在一个多月前，一波周期股行
数据统计，过去一个月，招商 情轰轰烈烈启动，但转眼间黑
中证煤炭、中融中证煤炭、中 色系商品的预期已发生了变
融国证钢铁、富国中证煤炭、 化，从此前供应端收缩而引发
鹏华国证钢铁位居股票型基金 价格上涨，到如今需求端的变
跌幅榜前五名，跌幅分别为 化正在影响着黑色系商品的
格。
5.18% 、5.08% 、5.05% 、4.74% 、 价
全部开放式基金而 研究人员分析，从10 月2
4.30% 。就
言，这些基金的跌幅依然靠 日开始，河北开始错峰生产，减
前，位列开放式基金跌幅榜的 产率达到50% ，螺纹钢需求端
收缩明显。铁矿石方面，供应端
前12 名。
这些基金的下跌源自其重 继续扩张，需求端却受到采暖
仓股的全面下跌。例如，中融国 季的限产措施影响，存在收缩
证钢铁的前十大重仓股在近20 预期。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