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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临渊履冰 行稳致远
长期来看，监管政策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前期壳资源等题材操作升温，上周开始显著退潮。市
场急待新的价值主线带动。当下国际市场中美股与油
价大幅调整，同时即将迎来一系列重大事件，市场情
绪较谨慎。建议适度控制仓位，关注超跌的优质个股
从容布局。

财经要闻
 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近日联合下发在文化领域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
 上海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
五年规划》、《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五年实施方
案》
 海关总署调整了平行进口汽车保税仓储期限，由
原来的 3 个月调整为不设仓储时间
 NYMEX 原油期货暴跌近 8%，跌幅创三年多以来最
大

海外市场综述
 道指和纳指均录得三月份以来最大单周跌幅，原
油期货再度暴跌
周五欧美股市普跌，道指收跌约 180 点，录得自
2011 年以来最差感恩节表现。美油一度暴跌逾 8%，能
源股大跌，雪佛龙收跌逾 3%。本周道指跌 4.44%，纳
指跌 4.26%，标普 500 指数跌 3.79%，道指和纳指均录
得三月份以来最大单周跌幅。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
涨 0.4%，本周仍累计下跌了 1%以上，连续第二周下跌。
分析师：袁晨
执业证书号： S14905160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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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临渊履冰 行稳致远

 市场回顾
周五（11 月 23 日）大盘单边下挫，失守 2600。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收 2579.48
点，下跌 2.49%；深成指收报于 7636.7 点，下跌 3.26%；中小板指下跌 3.59%；创业板指
下跌 3.34%，两市成交量共计 3584.9 亿元，较上个交易日明显上升。
行业方面，29 个中信一级行业全线下跌，其中综合、传媒和有色金属的跌幅较大。
概念方面，仅仅只有鸡产业指数表现较为活跃。

 驱动因素分析
新华社报道，近日，资本市场再次迎来重塑生态的“大动作”。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规则落地。新规落地，威力初显。长生生物退市机制随即启动，*ST 百
特、金亚科技及时发布退市风险提示。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退市
制度的继续升级方向是打造“进退有序、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让市场在优化配置资源
中起决定性作用，反映真实价值。
长期来看，监管政策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前期壳资源等题材操作升温，上周
开始显著退潮。市场急待新的价值主线带动。当下国际市场中美股与油价大幅调整，同时
即将迎来一系列重大事件，市场情绪较谨慎。建议适度控制仓位，关注超跌的优质个股从
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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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上海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五年规划》、《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五
年实施方案》
上海市委常委会 11 月 24 日举行会议，
审议通过《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
、
《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指出要加快打造具有江南水乡
特征和大都市郊区特色的上海农业农村新风貌。加快编制完善乡村规划，推动农民集中居
住，改变农村存在的零散面貌。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农民持续长效增收。



海关总署调整了平行进口汽车保税仓储期限，由原来的 3 个月调整为不设仓储时间
央视新闻报道，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支持汽车平行进口业务发展，海
关总署已会同有关部门调整了平行进口汽车保税仓储期限，由原来的 3 个月调整为不设仓
储时间。



NYMEX 原油期货暴跌近 8%，跌幅创三年多以来最大
NYMEX 原油期货收跌 7.76%报 50.39 美元/桶，创去年 10 月 9 日以来收盘新低，并创
2015 年 9 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本周跌 11.1%，连跌七周。
布伦特原油期货收跌 6.03%报 59.09 美元/桶，创去年 10 月 25 日以来收盘新低，本
周跌 11.85%，也连跌七周。
上期所原油期货主力合约夜盘跌停！创 4 月以来新低，收盘跌 5.01%，报 418.9 元/
桶。
此前沙特能源部长暗示该国石油产量新高，同时，美国原油库存持续增长，导致市场
对供应过剩的担忧加剧。
尽管市场需求低迷，但今年全球原油供应大增。
根据腾讯报道，美国、俄罗斯和沙特这世界前三大产油国都提高了产量，其中俄罗斯
和沙特增产了超全球消费量的三分之一。
原油价格创新低
在美国原油库存超预期增长、美国放宽对伊朗制裁、需求预期下滑，以及沙特增产等
一系列因素影响下，国际油价大幅下降。
沙特暗示 11 月原油产量创新高
根据媒体报道，周四（11 月 22 日）沙特能源大臣法利赫称，今年 11 月，国内产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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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70 万桶/日。而 2016 年 11 月，沙特在领导 OPEC+减产之前，国内原油产量曾飙升
至 1072 万桶/日的历史最高位。因此法利赫的产量确认意味着，沙特本月将刷新 2016 年
联合减产前所创的最高纪录。
法利赫表示，明年 1 月原油需求疲弱，沙特将作出相应的回应，以缓解全球市场的紧
张情绪；导致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沙特的政策没有改变，将致力
于平衡市场。
道达尔北京时间周五（11 月 23 日）晚间宣布，公司 2019 年产油量将达到 300 万桶
油当量/日；预计欧佩克将于下月的会议上宣布进行大幅减产；油市因美国豁免伊朗原油
出口而出现了偏差。
原油库存上升仍对油价构成压力
尽管伊朗一家油轮跟踪公司周四表示，伊朗本月出口已下降数十万桶/日，这表明美
国本月开始实施的制裁吓跑了许多买家。
但美国能源情报署（EIA）称，原油库存上升仍对油价构成压力。上周美国原油库存
增加 490 万桶，至 4.4691 亿桶，为去年 12 月以来最高；且为存连续第 9 周增长，创 2017
年 3 月以来最长连涨纪录，同时产量继续维持在纪录高位不变。
另据统计，美国石油钻井总数在 10 月共增加了 12 座，为今年 5 月以来最大的月度涨
幅，第四季度以来已经合计增加 22 座。
EIA 称，美国原油日产量亦维持在 1170 万桶的纪录高位。
OPEC 担心供应过剩的出现。
但 OPEC 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正面临美国的压力，
要求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油价再次上涨的减产行动。
国际能源署（IEA）上周表示，全球原油供应增长正在迅速增长，
“沙特阿拉伯、俄罗
斯和美国创纪录的石油产量抵消了伊朗和委内瑞拉的下降”
。其将 2018 年 2019 年非 OPEC
石油产量增长预估分别上调至 240 万桶/日和 190 万桶/日，
之前预估为 220 万和 180 万桶。
预计美国今年石油供给增长 210 万桶/日，明年将增长 130 万桶/日。
美国司法部研究针对欧佩克的反垄断立法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司法部研究针对欧佩克的反垄断立法。
媒体援引一位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有种观点是欧佩克控制油价的努力可能会提高美
国人的成本，而司法部通常对这种行为持批评态度。众议院和参议院已经提出了反欧佩克
法案。
尽管过往的美国总统都威胁过要动用否决权来阻止此类法案的通过，但现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曾多次批评 OPEC 抬高油价。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间，国际油价持续走弱，特朗普于当地时间 11 月 21 日发推庆祝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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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给美国和世界来了次大减税”
，还呼吁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合作，令国际油价继续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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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道指和纳指均录得三月份以来最大单周跌幅，原油期货再度暴跌
周五欧美股市普跌，道指收跌约 180 点，录得自 2011 年以来最差感恩节表现。美油
一度暴跌逾 8%，能源股大跌，雪佛龙收跌逾 3%。本周道指跌 4.44%，纳指跌 4.26%，标普
500 指数跌 3.79%，道指和纳指均录得三月份以来最大单周跌幅。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
涨 0.4%，本周仍累计下跌了 1%以上，连续第二周下跌。
美国方面
周五美股提前三小时收市，道指收跌约 180 点，录得自 2011 年以来最差感恩节表现。
美油一度暴跌逾 8%，能源股大跌，雪佛龙收跌逾 3%。
截至收盘，道指跌 0.73%报 24285.95 点，标普 500 跌 0.66%报 2632.56 点，纳指跌
0.48%报 6938.98 点。本周道指跌 4.44%，纳指跌 4.26%，标普 500 指数跌 3.79%，道指和
纳指均录得三月份以来最大单周跌幅。
截至周五收盘，标普 500 指数较其在 9 月 20 日的最高点已下跌超过 10%，标志着该
指数跌入回调区域。
阿里巴巴周五市值超过 Facebook，成为在美上市的第五大市值科技公司。至收盘时，
阿里巴巴集团股价为 150.33 美元，对应市值 3866 亿美元；Facebook 股价 131.73 美元，
对应市值 3786 亿美元。按照市值计算，阿里巴巴集团目前是在美上市的第五大科技公司。
排在该公司之前的分别为苹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不过这并不是阿
里巴巴集团市值首次超过 Facebook。
国际油价再度大跌， NYMEX 原油期货收跌 7.76%报 50.39 美元/桶，创去年 10 月 9
日以来收盘新低，并创 2015 年 9 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本周跌 11.1%，连跌七周。布伦
特原油期货收跌 6.03%报 59.09 美元/桶，
创去年 10 月 25 日以来收盘新低，
本周跌 11.85%，
也连跌七周。市场对原油供应过剩的担忧加剧，尽管有消息称主要原油生产国正在考虑削
减产量。盘中美油一度跌逾 8%，最低报 50.15 美元/桶。
美国能源股全线收低，埃克森美孚跌 2.67%，雪佛龙跌 3.38%，康菲石油跌 2.57%，
斯伦贝谢跌 2.62%，EOG 能源跌 5%。
美股周五因感恩节将于北京时间周六凌晨 2 点提前收盘，较常规收盘将提前 3 小时。
随着黑色星期五节假日销售拉开帷幕，梅西百货、Target、百思买等零售商受到关注。
FXTM 研究分析师 Lukman Otunuga 周五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
“受到长期延宕的贸
易紧张局势、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以及油价连续重挫等
因素影响，本周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一再受到打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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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高盛之后，美银美林近日也发布了 2019 年市场展望，预计美股将在 2018 年触顶，
并在 2019 年下跌。美银美林证券首席美股策略师 Savita Subramanian 预计，2018 年年
底标普 500 指数料收于 3000 点；但到 2019 年年底，她预计该基准股指将跌至 2900 点。
Savita Subramanian 称，基本面仍然在提供支撑，股市情绪仍然温和，估值也更加合理，
这些因素让我们保持积极态度。但到 2019 年，我们预计标普 500 指数触顶的可能性增加，
假设市场在 3000 或以上水平达到峰值，我们预测 2019 年将温和下行。
经济数据面，
美国 11 月 Markit 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初值为 55.4，
预期 55.7，
前值 55.7。
个股方面，据 IHS Market 的数据显示，特斯拉上季度在加州的新车交付量同比增长
近 400%。得益于 Model3 的推出市场，特斯拉上季度在加州总计交付了 2.27 万辆新车，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99%，帮助特斯拉在当地全电动车型的市场份额提升到 4%，创下新高。
特斯拉上季度在在美国市场总计交付逾 7 万辆新车，
在全球市场总计交付 8.38 万辆新车。
为抵消关税影响，特斯拉下调在华汽车售价 12%到 26%。Model3 长续航电池双电机全
轮驱动版起售价 54 万元，Model3 Performance 高性能全轮驱动版为 59.5 万元，比此前
公布的售价至少便宜了 4.8 万元。
Model S 系列中最便宜和最贵的车型新售价分别为 78.29
万元和 109.1 万元，分别降价 12%和 26%。Model X 系列的价格也分别下调 12%至 24%。
因新款 iPhone XR 销量堪忧，苹果可能要打折促销，同时重启 iPhone X 生产。据悉，
日本主要的无线运营商计划最早在下周削减 iPhone XR 价格。日本运营商指出，苹果对推
出不到一个月的新 iPhone 打折，这种情况实属罕见。苹果盘前跌 0.6%。
索罗斯旗下慈善基金会主席呼吁美国议会对 Facebook 进行审查。Facebook 此前证实
曾雇佣一家具有争议的公关公司调查索罗斯。
Facebook 同意向意大利税收监管机构缴纳 1 亿欧元税款。意大利税务监管机构周四
表示，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同意向其缴纳逾 1 亿欧元（约合 1.14 亿美元）税款，以了
结意大利对该公司的税务调查。
欧洲方面
周五欧洲三大股指多数收涨。德国 DAX 指数涨 0.49%报 11192.69 点，周跌 1.31%；法
国 CAC40 指数涨 0.18%报 4946.95 点，周跌 1.56%；英国富时 100 指数跌 0.11%报 6952.86
点，周跌 0.87%。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4%，报收于 353.98 点，本周仍累计下跌了 1%以上，连续
第二周下跌。
欧洲投资者正在消化表现疲弱的经济数据，并关注欧洲地区的政治形势发展。11 月
份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 52.4，未能达到经济学家此前平均预期的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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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指数高于 50 即表明经济活动仍在扩张。
意大利银行股上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意大利欧盟事务部长萨沃纳将因政府决定挑
战欧盟预算规定而考虑辞职，随后，萨沃纳和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均否则了这则报道。
意大利银行指数攀升 1.3%，因公债收益率下滑，提振持有庞大意大利公债投资组合
的银行股价。
雷诺汽车涨 2.3%，此前副执行长 Thierry Bollore 表示，他将在与日产汽车的联盟
中保护雷诺的利益，在此之前，日产汽车董事长戈恩因存在财务违法行为被公司革职。
亚太方面
亚太股市收盘多数下跌，本周普跌。
韩国综合指数跌 0.6%，报 2057.48 点，周跌 1.8%。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涨 0.4%，报 5716.20 点，周跌 0.25%。
新西兰 NZX50 指数跌 0.02%，报 8701.38 点，周跌 1.2%。
日股因勤劳感谢节休市一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8

晨会纪要：2018 年 11 月 26 日

投资评级定义
公司评级
强烈推荐

行业评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看好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优于市场指数 5%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市场指数持平

看淡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15%以上
推荐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5%到 15%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在
-5%到 5%内

卖出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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