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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国内市场

➢ 大盘高开低走 元旦前仍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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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12 月 27 日）大盘高开低走，连跌三日。截至收盘，
上证综指报收 2483.09 点，下跌 0.61%；深成指收报于 7215.34
点，下跌 1.02%；中小板指下跌 1.22%；创业板指下跌 1.27%。
两市成交量共计 2638.86 亿元，较上个交易日有所上升。
11 月工业利润同比下降，主要受工业生产销售增速放缓、
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回落、成本费用上升等影响。市场对宏观
经济走势的下行压力担忧上升，虽然受昨夜美股大涨影响，两
市大幅高开，但随后则单边下行，尾盘加速下挫，大盘收于全
天低点。全天振幅近 2%。市场做多热情不强，元旦前最后一个
交易日市场行情或较清淡，仍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

财经要闻
➢ 统计局：1-11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增长 11.8%
➢ 商务部：服务贸易同增 11.5%，出口占比再创新高
➢ 财政部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
策衔接问题的通知》
➢ 国税总局：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政府非税
收入项目征管职责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
➢ 中证协牵头发布信用保护合约主协议助推民营企
业发债纾困

海外市场综述
➢ 欧美股市涨跌不一，道指上演 870 点大反转
周四欧美股市涨跌不一，美股上演大反转，道指收
涨逾 260 点，盘中一度跌超 600 点。欧洲三大股指集
体收跌，德国股市创两年多新低。欧元区斯托克 50 指
数跌 1.2%，进入熊市。亚太股市收盘则普涨。

风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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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权重杀跌拖累指数 短期调整压力犹存
➢ 市场综述
周四（12 月 27 日）大盘高开低走，连跌三日。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收 2483.09
点，下跌 0.61%；深成指收报于 7215.34 点，下跌 1.02%；中小板指下跌 1.22%；创业板
指下跌 1.27%。两市成交量共计 2638.86 亿元，较上个交易日有所上升。

行业方面，29 个中信一级行业多数下跌，仅仅只有银行小幅上涨。而综合、石油石
化及传媒则跌幅较大。概念方面，5G、家纺及覆铜板等指数表现较为活跃。

➢ 驱动因素分析
国家统计局 12 月 27 日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2018 年 1-11 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1168.8 亿元，同比增长 11.8%，增速比 1-10 月份放缓 1.8
个百分点。 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947.5 亿元，同比下降 1.8%，10
月份为同比增长 3.6%。

11 月工业利润同比下降，主要受工业生产销售增速放缓、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回落、
成本费用上升等影响。市场对宏观经济走势的下行压力担忧上升，虽然受昨夜美股大涨影
响，两市大幅高开，但随后则单边下行，尾盘加速下挫，大盘收于全天低点。全天振幅近
2%。市场做多热情不强，元旦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行情或较清淡，仍建议投资者保持谨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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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

统计局：1-11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 11.8%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国家统计局 12 月 27 日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2018
年 1-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 11.8%，增速比 1-10 月份减缓 1.8
个百分点。11 月份当月利润下降 1.8%。

1-11 月份工业企业效益变化有以下特点：

一是新增利润主要来源于石油开采、钢铁、建材等行业。1-11 月份，在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中，石油开采行业利润增长 3.3 倍，钢铁行业增长 50.2%，建材行业增长 44.2%，
化工行业增长 19.1%，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1%。5 个行业合计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增长的贡献率为 76.6%。

二是利润率提高。1-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6.48%，同
比提高 0.16 个百分点。从工业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利润率为 13.04%，提高 3.27 个百分
点；制造业利润率为 6.19%，提高 0.05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利润率为 6.11%，下降 0.34 个百分点。

三是成本降低。1-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
合计为 92.56 元，同比降低 0.21 元；其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4.19 元，
降低 0.21 元。

四是资产负债率下降。11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8%，同比降低
0.4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9.1%，降低 1.6 个百分点。

从 11 月份当月情况看，主要受工业生产销售增速放缓、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回落、
成本费用上升等影响，工业利润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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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服务贸易同增 11.5%，出口占比再创新高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前 11 月中国服务外贸总额
47413.5 亿元，同比增长 11.5%。其中，出口 15802.9 亿元，增长 14.7%；进口 31610.6
亿元，增长 10%。

11 月当月，服务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达到 14.9%、18.6%、12.9%。

前 11 月服务出口快于进口增速 4.7 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
到 33.3%，比上年同期提升 0.9 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占服贸进出口比再创新高。

版权声明：未经万得信息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

➢

财政部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财政部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
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
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规定的，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

➢

国税总局：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征管职责划转至税
务部门征收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国税总局 12 月 27 日消息，国税总局发布《关于国家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原由财政部驻地方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负责征收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
金、农网还贷资金、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含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基金、三峡水库库区基金、跨省际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
、三峡电站水资源费、
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免税商品特许经营费、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核事故应急
准备专项收入，以及国家留成油收入、石油特别收益金，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征收范
围、对象、标准及收入分成等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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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协牵头发布信用保护合约主协议助推民营企业发债纾困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中证协发布公告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拓宽民
营企业融资途径、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交易所市
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工作安排，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中国期货业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12 月 26 日发布《中国证券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5

晨会纪要：2018 年 12 月 28 日

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加强信用保护合约参与主体的审慎自律管理，积极引导证券行业
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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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欧美股市涨跌不一，道指上演 870 点大反转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四欧美股市涨跌不一，美股上演大反转，道指收涨逾 260
点，盘中一度跌超 600 点。欧洲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德国股市创两年多新低。欧元区斯
托克 50 指数跌 1.2%，进入熊市。亚太股市收盘则普涨。
美国方面
周四美股上演大反转，道指收涨逾 260 点，盘中一度跌超 600 点。金融股领涨，高
盛涨逾 1%。苹果收跌 0.65%，盘中一度跌超 4%。
截至收盘，道指涨 1.14%报 23138.82 点，标普 500 涨 0.86%报 2488.83 点，纳指涨
0.38%报 6579.49 点。道指盘中振幅达 871 点；而前一交易日，道指收高 1086.25 点，创
史上最大单日点数涨幅。
美国金融股收盘多数上涨，摩根大通涨 1.13%，高盛涨 1.52%，花旗涨 0.64%，摩根
士丹利涨 0.94%，美国银行涨 1.08%，富国银行跌 0.13%，伯克希尔哈撒韦涨 1.68%。
美国大型科技股多数收涨，苹果跌 0.65%，亚马逊跌 0.63%，奈飞涨 0.75%，谷歌涨
0.48%，Facebook 涨 0.25%，微软涨 0.62%。
全球贸易方面的消息仍是市场关注焦点。据称美国将在明年 1 月 7 日派出代表团与
中方进行贸易谈判。这将是 G20 峰会之后的首次中美贸易谈判。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2 月 27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明年 1
月中美除将继续保持密集电话磋商外，“确实已经做了面对面磋商的具体安排”
。
美国政府停摆进入第六天，重新开门希望越发渺茫。美国参议院将于周四重新召开
会议，然而，尽管没有公布议程时间表，但随着民主党人将在 1 月 3 日接管众议院，外
界预计届时众议院方面将不会取得进展。
在政府停摆期间，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人口普查局和经济分析局编撰的数据将不会发
布，这些数据包括预售屋销售数据、新屋开工数据、贸易、耐用品订单、GDP 和个人收
入及支出数据。不过，美国劳工部将继续发布其编撰的数据，包括失业救济申请数据、
就业报告、消费者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以及其他价格数据。
安永发布报告称，中国企业占据今年全球前十大 IPO 交易半壁江山。其中，中国铁
塔股份有限公司、小米集团、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美团点评和爱奇艺均为
中国企业，其中三家在香港上市，助推香港联交所全年集资额超越纽约证券交易所，重
夺全球 IPO 市场冠军宝座。安永称，2018 年中国 A 股有 105 家企业上市，集资 138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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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两者同比将分别下降 76%和 40%。
经济数据，美国劳工部宣布，截至 12 月 22 日单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
21.6 万，符合预期，前值为 21.4 万。截至 12 月 15 日当周的持续领取失业救济人数为
170.1 万，预期 167.5 万，前值 168.8 万。
美国经济咨商局报告称，美国 12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 136.4 下降至 128.1 点。
个股方面，苹果被美国公司 Fintiv 起诉，指 Apple Pay 侵犯 Fintiv 拥有的韩国专
利。本案提到的专利涉及在移动设备上存储和使用与计费协议或网络购物相关的数字钱
包数据。 该公司认为苹果未经授权就使用其拥有的专利，苹果的侵权产品包
括 iPhone 手机（其中至少包括 iPhone 6、6 Plus、6s、6s Plus、SE、7、7 Plus、8、8
Plus、X、XR、XS、XS Max）
、Apple Watch（其中至少包括 Series 1、Series 2、
Series 3 和 Series 4）和苹果钱包应用。
特斯拉已于 12 月 19 日在上海自贸区注册“特斯拉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 3000 万美元。接近此事人士表示，特斯拉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将落户陆家
嘴金融城。
继特斯拉之后，知名做空机构香橼又对 Facebook“空翻多”。香橼创始人 Andrew
Left 表示，现在是时候买入一只能够上涨 25%的股票，而这只股票就是 Facebook。Left
对 Facebook 给出了 160 美元的目标股价，并认为该公司被视为“邪恶的公司”是不公平
的。Left 表示，
“投资者对于隐私和政治审查的相关干扰性新闻过于担心”
，忽视了
Facebook 的盈利能力。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三宣布，摩根大通同意支付逾 1.35 亿美元，以了结有关其不
当处理所谓“预发”
（pre-released）美国存托凭证（ADR）的指控。
欧洲方面
周四欧洲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德国 DAX 指数跌 2.37%报 10381.51 点，创两年多以来
新低；法国 CAC40 指数跌 0.6%报 4598.61 点，英国富时 100 指数跌 1.5%报 6585.91 点。
欧元区斯托克 50 指数跌 1.2%，进入熊市。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收跌 1.75%，至 2016 年 11 月以来最低水准。投资人对全球经
济放缓以及国际贸易争端的担忧持续。欧元区斯托克 50 指数跌 1.2%，进入熊市。德国
DAX 指数目前处于熊市区域，较 52 周以来的最高点下跌了 22%左右。
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下跌 1.8%，意大利银行股走低，此前意大利卡里格银行的主要
投资者阻止了该银行发行 4 亿欧元的股票。
欧洲央行经济公报显示：尽管下行风险增加，经济持续扩展；仍需货币刺激政策；
动能放缓的迹象正在显现；全球经济活动将在 2019 年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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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方面
亚太股市收盘普涨。
韩国综合指数微涨 0.02%，报 2028.43 点。
日经 225 指数涨 3.9%，报 20077.62 点。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涨 1.8%，报 5597.20 点。
新西兰 NZX50 指数涨 0.7%，报 8774.520 点。
香港恒指收跌 0.67%报 25478.88 点，国企指数跌 0.71%，红筹指数跌 0.27%。全日
大市成交 561.97 亿港元，前一交易日为 163.93 亿港元（圣诞节前一个交易日仅半日
市）
。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9

晨会纪要：2018 年 1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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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袁晨，在此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
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
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等。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已在知晓范围内按照相关
法律规定履行披露义务。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资产管理和证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
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和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本报告仅提供给本公司客户有偿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
户。本公司会授权相关媒体刊登研究报告，但相关媒体客户并不视为本公司客户。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获得本公司书面授
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传播，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害该报告版权及所有相关权利。本报告中的信息、
建议等均仅供本公司客户参考之用，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本报告并未考虑到客户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
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
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可就研究报告相关问题咨询本公司的投资顾问。本公司市场研究部及其分析师认为本报告所载资
料来源可靠，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均不作任何保证，也不承担任何投资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本公
司及其关联方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及由此造成的对本报告客观性的影响。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研究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18 号中国人保寿险大厦 15 层(100020）
传真：010－85556304 网址：www.hrs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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