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会纪要：2019 年 6 月 11 日

华融看市

5 月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 市场综述
周一（6 月 10 日）大盘震荡上扬，北上资金大幅流入。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收
2852.13 点，上涨 0.86%；深成指收报于 8711.79 点，上涨 1.48%；中小板指上涨 2%；创
业板指上涨 1.08%，两市成交量共计 3667.13 亿元，较前一日略有下降。

行业方面，29 个中信一级行业全线上涨，其中电子元器件、通信及食品饮料涨幅居
前。概念方面，5G、电路板及智能汽车指数表现较为活跃。

➢ 驱动因素分析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5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2.1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4.1%。其中，出口 6.5 万亿元，增长 6.1%；进口 5.6 万亿元，增长 1.8%；贸易顺差
8933.6 亿元，扩大 45%。按美元计价，前 5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1.79 万亿美元，下降
1.6%。其中，出口 9583.4 亿美元，增长 0.4%；进口 8278.7 亿美元，下降 3.7%；贸易顺
差 1304.7 亿美元，扩大 38.3%。

尽管出口数据有所反弹，但全球经济放缓，贸易摩擦升级的大背景下，未来仍需谨慎
乐观。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弱，但昨日北上资金单边净流入 78.97 亿元，6 月至今 5 个交易
日均呈净流入态势，累计流入超 175 亿元，经过前期的调整，部分优质资产已经具备一定
的配置价值。外资的持续流入不仅将提振市场走势，其长期价值投资也可望逐步影响市场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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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配合做好专
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引导金融机构加强金融服务，按商业化原则依法合规保障
重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

通知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
按照坚定、可控、有序、适度要求，进一步健全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推进专项债券
管理改革，在较大幅度增加专项债券规模基础上，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保持市场流
动性合理充裕，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

央行为部分中小银行发行同业存单提供信用增进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报道，6 月 10 日，根据中国货币网，央行对锦州银行等中小银
行发行同业存单提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简称 CRMW）提供信用增进，以支持中
小银行发行同业存单。

周一，锦州银行发布的同业存单公告显示，该行拟发行 20 亿元 6M 同业存单，参考
收益率 3.21%。

公告称，存单由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提供信用增进。支持工具是由人民银行
再贷款提供资金，由专业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通过出售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等多种增信
方式为民营企业等提供债券融资支持的工具。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债公司）为支持工具的受托代理机构。若在本期存单到期兑付日，银行未足额兑付本期
存单，中债公司将代理支持工具于兑付日的次一交易日将应补足的兑付资金划付至上海
清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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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易员指出，这是央行首次以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支持银行发行同业存
单。

6 月 9 日，央行网站发布消息，近日，金融委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维护同业业务
稳定工作。会上，参会银行表示，虽然前几天同业市场出现一些波动，但目前已经明显
好转，下一步对其他中小银行开展的同业业务规模将保持稳定，自觉维护市场秩序。人
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强调，将继续支持中小银行健康发展，密切监测市场运行情
况，严肃查处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人民银行将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金融市场
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对中小银行提供定向流动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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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强调，资本市场合作是亚洲经贸合作重要内容，随着中国加快金融业双向开
放，区内金融合作范畴将继续扩大。在交易所合作层面，中国境内相关交易所分别战略
入股巴基斯坦交易所和孟加拉国达卡证券交易所，并参与投资共建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国际交易所。

目前中国已与 20 多个亚洲国家在市场准入，以及监管等范畴签署合作协议。他指
出，香港在内地资本市场改革中拥有资本配置等方面的优势，帮助内地连接国际，可以
发挥资本市场的区域合作作用。

➢

中国 5 月出口（以美元计）同比增 1.1%，进口降 8.5%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按美元计价，前 5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1.79 万亿美元，
下降 1.6%。其中，出口 9583.4 亿美元，增长 0.4%；进口 8278.7 亿美元，下降 3.7%；
贸易顺差 1304.7 亿美元，扩大 38.3%。

5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3860.3 亿美元，下降 3.4%。其中，出口 2138.4 亿美元，
增长 1.1%；进口 1721.9 亿美元，下降 8.5%；贸易顺差 416.5 亿美元，扩大 77.9%。

➢

中国 5 月外储创 9 个月新高，央行连续 6 个月增持黄金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中国 5 月外汇储备 31010.04 亿美元，环比增 60.51 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数字超过了此前彭博的预测中值 30900 亿美元，比 4 月的
30949.5 亿美元增加 61 亿美元。5 月的外储规模也创下了去年 9 月以来的新高。自去年
9 月起到今年 5 月之前，外储规模均在 3.1 万亿美元以下。

“5 月，全球贸易摩擦升级、英国退欧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推高市场避险情绪，美
元指数和全球债券指数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备
规模小幅上升。
”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
向好，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状况保持稳定，外汇储备规
模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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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官方储备资产表还显示，5 月黄金储备为 6161 万盎司，较 4 月的 6110 万盎
司增加了 51 万盎司，为连续第 6 个月增加。

对于未来，国家外汇局强调，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多，国际金融市场
波动性可能加大。但我国经济发展保持足够韧性和巨大潜力，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
增强，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我国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将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提供有
力支撑，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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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欧美股市普遍收高，道指录得五连阳创一个月以来新高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一欧美股市普遍收高，因对贸易的担忧得到缓解。此前美
国和墨西哥达成协议，避免对墨西哥商品征收关税。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高，道指涨近
80 点，纳指涨逾 1%。科技股领涨，苹果涨逾 1%，亚马逊涨逾 3%，特斯拉涨超 4%。市场
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不断提升。 欧洲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21%，多数行业板块和欧洲
主要国家的股市均收盘走高。亚太股市收盘普涨。

美国方面

周一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高，道指涨近 80 点，纳指涨逾 1%。科技股领涨，苹果涨
逾 1%，亚马逊涨逾 3%，特斯拉涨超 4%。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不断提升。

截至收盘，道指涨 0.3%报 26062.68 点，标普 500 涨 0.47%报 2886.73 点，纳指涨
1.05%报 7823.17 点。道指录得五连阳，创一个月以来新高。

美国大型科技股多数收涨，苹果涨 1.28%，亚马逊涨 3.14%，谷歌涨 1.35%，
Facebook 涨 0.85%，微软涨 0.91%，奈飞跌 2.46%。

中概股多数收涨，阿里巴巴涨 3.64%，京东涨 1.72%，百度涨 1.78%；朴新教育涨
9.95%，点牛金融涨 8.38%，趣店涨 6.7%，拼多多涨 2.12%；博润跌 17.73%，优信跌
6.16%，蔚来汽车跌 4.71%。

在美联储上周五公布了疲软的非农就业数据后，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不断提
升。上周五美国劳工部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 5 月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 7.5 万，远
逊于市场预计的 18.5 万。备受市场关注的通胀指标——平均时薪——同比增幅降至
3.1%，为 9 月以来的最低增幅。就在三个月之前，美国平均时薪创造了 10 年来的最大同
比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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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芝商所数据显示，期货市场走势暗示美联储在 6 月 18 日至 19 日会议上降息的可
能性为 20%左右，在 7 月 30 日至 31 日会议上降息的概率为 70%。与 5 月份不同的是，美
联储官员近日来并没有明确发声为市场的降息预期泼冷水。

瑞银表示，美国 5 月就业数据远差于预期，加强了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美股
因此走强，美债收益率及美元指数下跌。不过市场对单月数据变坏的反应过度，目前看
好美股前景。近期美股的抗跌性较强，美联储准备的“子弹”也较多。此外，市场对美
科技巨头的监管忧虑也可能过度了。

国际贸易方面，美国暂缓向墨西哥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了墨西哥
移民协议的另一重要部分内容；协议将在不久后公布，并需要墨西哥立法部门的批准；
若墨西哥立法部门未通过该协议，将重新加征关税。

个股方面，据知情人士透露，阿里巴巴已经选择中金公司和瑞信牵头负责其拟议的
香港股票发行，并计划最早在未来几周提交正式的上市申请。知情人士称，阿里巴巴正
在与其它寻求在其股票发行中扮演角色的投资银行展开商谈。虽然阿里巴巴尚未敲定具
体的筹资目标，但此次发行可能筹集高达 200 亿美元资金。

联合技术与军事承包商雷神达成一项协议，将以全股票方式收购后者。这家业务多
元化的工业企业集团继续朝专注于航空航天和国防业务的方向转型。

Salesforce 将以 157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大数据和云计算公司 Tableau 软件。
Tableau 软件盘前大涨 35%。目前，该交易已经得到了两家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百度陆续与近 60 家医疗健康类内容平台签了此协议，这意味着，除了百度和提供医
疗健康内容的平台自身外，这些医疗相关内容将不会出现在其他搜索引擎如搜狗、360
搜索和内容平台如今日头条等任何第三方平台 。

特斯拉中国否认减配，特斯拉表示中国市场没有这种情况。之所以有“减配”风
波，源于一些不同版本的车型，仅是软件设置的不同，硬件配置几乎一样。

菲亚特克莱斯勒董事长与雷诺董事长就重启合并计划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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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汽车就“上海长宁路某停车场内车辆碰撞事故”发布声明称，一台蔚来 ES8 发
生连续碰撞事故，造成停车场内其他车辆财物损坏，除 ES8 车主受轻微受伤外，现场未
出现其他人身伤害。针对目前网上散播的“蔚来车辆失控”的传言，蔚来汽车表示，没
有任何证据表明碰撞前该车辆失去控制。

微软发布其新一代游戏主机 Xbox E3，预计将于 2020 年节日购物季期间上市。微软
表示，将在 10 月份开始公开测试旗下新电子游戏流媒体服务，此次测试将使人们能够将
任意一款 Xbox One 游戏通过流媒体连接到移动设备上。

欧洲方面

周一欧洲股市普涨。德国股市因节假日休市，法国 CAC40 指数涨 0.34%报 5382.5
点，英国富时 100 指数涨 0.59%报 7375.54 点。

欧洲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21%，多数行业板块和欧洲主要国家的股市均收盘走
高，因对贸易的担忧得到缓解。

此前美国和墨西哥达成协议，避免对墨西哥商品征收关税，而菲亚特克莱斯勒和雷
诺可能重启并购谈判的迹象提振欧洲汽车制造商股价。

汽车股上涨 0.7%，因菲亚特克莱斯勒和雷诺汽车正寻找办法挽救已破裂的合并计
划，并获得日产汽车的批准。

菲亚特克莱斯勒和雷诺分别上涨 1.7%和 2.6%，此前接近这两家公司的消息人士表
示，它们恢复了谈判，以寻找办法挽救这次交易。

与此同时，20 国集团(G20)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上周日作出承诺称，将致力于
保护全球经济增长不受国际紧张形势的干扰。

亚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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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股市收盘普遍上涨。

韩国综合指数涨 1.31%，报 2099.49 点。

日经 225 指数涨 1.20%，报 21134.42 点。

新西兰 NZX50 指数跌 0.20%，报 10027.61 点。

澳大利亚股市今日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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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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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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层(100020）
传真：010－85556155 网址：www.hrs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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