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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上周走势回顾：上周金融板块延续上涨态势，子板块之间均录得不同程度涨幅。
其中，银行板块表现强劲，全周累计上涨 6.08%；其次是保险板块录得 4.19%
的涨幅；证券板块和多元金融板块表现相对平淡，分别上涨 2.38%和 0.54%。 

 市场数据：截止到 7 月 16 日，本月股票市场成交量 3510.96 亿股，成交金额
4.33 万亿元；日均成交金额 4333.32 亿元，环比上升 13.00%。两融余额方面，
截止 7 月 13 日，两融市场规模较前周环比增加 36.82 亿元至 8895.76 亿元；
其中融资余额 8846.25 亿元，融券余额 49.50 亿元。股票质押方面，截止 7 月
16 日，2017 年按券商口径统计的新增股票质押数为 897.07 亿股，股票质押
市值 1.15 万亿元，融资规模（0.3 折算率）3454.10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3.16%。承销发行方面，截止到 7 月 16 日，2017 年券商投行股权承销合计
597 家，总承销金额 9034.43 亿元。其中，首发 IPO 上市 260 家，募资规模
1306.34 亿元，相当于 2016 年全年 IPO 募资规模的 87.32%；增发家数 282
家，募资规模 6915.52 亿元，相当于 2016 年全年增发募资规模的 40.88%。
新三板方面，上周新三板挂牌企业 11276 家，较前一周数量下降 18 家，新三
板市场挂牌企业数量连续两周出现下降。其中做市转让1526家，协议转让9750
家。成交数量 7.27 亿股，成交金额 35.62 亿元。 

 行业数据：上周中国平安、中国人寿、新华保险等 3 家上市险企陆续公布的 6
月份保费收入数据，从整体上来看，寿险公司保费增速环比逐步回落但仍保持
着较高水平，财险保费依然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其中，平安寿险以 38.67%
的保费增速摘得榜首，而新华保险保费虽然仍在延续下滑趋势，但降幅环比收
窄，同比下降 13.79%。2017 年在市场投资收益率维持低位，理财型保险产品
受监管约束增大的背景下，寿险公司由注重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举转型，保费
增速有望逐步回落至 15%—20%区间内。而财险公司目前仍处于竞争激烈的市
场环境中，短期内行业保费增速仍将维持在 10%左右。 

 本周投资策略与重点关注个股： 

券商板块本周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在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坚定深化金融改革。这一方面意味着未来金融强
监管政策环境仍将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提高直接融资占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也将为行业发展提供更多机遇。目前证券板块兼具高安全边际和高弹性双重属
性，传统的 IPO 承销保荐和新兴的跨境交易投资业务在 IPO 审批提速和资本
市场对外开放加速的政策红利催动下，成为业绩增长亮点。下半年证券行业有
望在丰富融资渠道和创新融资工方面取得更多突破，为业绩增长提供更多动
力。当前时点下，证券板块仍是目前金融领域里不可多得的价值洼地，配置价
值凸显。当前我们相对看好基本面相对稳健，在融资成本和客户资源方面占据
优势的大型券商，以及在投行领域深耕市场，具有相对优势的特色券商，建议
关注行业龙头中信证券和国泰君安证券。 

保险板块目前保险板块的投资逻辑一是代理人数增长和产品结构调整带来的
保费收入和新业务价值的高增长，另一个就是利率上行带来的资产再配置收益
增加和准备金计提下降。前一个逻辑中，从一季度的寿险公司代理人数量还在
增长，个险新单数量仍维持较高增速可以得到初步结论，2017 年的保费收入
和新业务价值仍将保持较高增速水平。而在第二个逻辑中，今年上半年利率整
体上行趋势明显，对于以债券、非标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要配置方向的险资
来说，其资产再配置的压力明显减轻，而随着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 750 日
移动平均值向上拐点的临近，以此为基础的传统险准备金折现率也将逐步抬
升，减少因准备金计提增加而对寿险会计报表利润产生的侵蚀影响。这个逻辑
下对保险公司产生的正向影响将在 2018 年逐渐兑现出来。而从政策层面来看，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的加快推进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措施将在短期
继续为保险股的上涨趋势提供政策暖风，我们建议关注板块当中的估值较低，
业绩表现好于预期的中国太保和基本面较为突出的中国平安，择机增持。 

 风险提示：监管趋严带来的行业估值下行压力，市场下行带来的行业业绩波动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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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板块表现回顾 

上周金融板块延续上涨态势，子板块之间均录得不同程度涨幅。其中，银行板块表现强

劲，全周累计上涨 6.08%；其次是保险板块录得 4.19%的涨幅；证券板块和多元金融板块表

现相对平淡，分别上涨 2.38%和 0.54%。 

图 1：板块一周行情涨跌幅（单位：%）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子板块个股涨跌分化，其中银行板块当中涨幅居前的分别是张家港行（15.10%）、华夏

银行（10.28%）、招商银行（8.25%），跌幅居前的分别是江阴银行（-6.46%）、无锡银行

（-6.31%）、张家港行（-3.98%）；证券板块涨幅居前的分别是锦龙股份（8.12%）、华泰证

券（7.34%）、山西证券（5.49%），跌幅居前的分别是中原证券（-4.46%）、方正证券（-3.84%）、

第一创业（-2.04%）；保险板块涨幅居前的是西水股份（10.34%）；多元金融板块涨幅居前

的分别是中航资本（2.65%）、陕国投 A（1.93%）、安信信托（1.28%）。 

图 2：银行板块个股涨跌榜（单位：%）  图 3：证券板块个股涨跌榜（单位：%）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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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保险板块个股涨跌榜（单位：%）  图 5：多元金融板块个股涨跌榜（单位：%）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2 证券市场重点数据回顾 

市场成交方面，截止到 7 月 16 日，本月股票市场成交量 3510.96 亿股，成交金额 4.33

万亿元；日均成交金额 4333.32 亿元，环比上升 13.00%。两融余额方面，截止 7 月 13 日，

两融市场规模较前周环比增加 36.82 亿元至 8895.76 亿元；其中融资余额 8846.25 亿元，融

券余额 49.50 亿元。股票质押方面，截止 7 月 16 日，2017 年按券商口径统计的新增股票质

押数为 897.07 亿股，股票质押市值 1.15 万亿元，融资规模（0.3 折算率）3454.10 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13.16%。承销发行方面，截止到 7 月 16 日，2017 年券商投行股权承销合

计 597 家，总承销金额 9034.43 亿元。其中，首发 IPO 上市 260 家，募资规模 1306.34 亿

元，相当于 2016 年全年 IPO 募资规模的 87.32%；增发家数 282 家，募资规模 6915.52 亿

元，相当于 2016 年全年增发募资规模的 40.88%。新三板方面，上周新三板挂牌企业 11276

家，较前一周数量下降 18 家，新三板市场挂牌企业数量连续两周出现下降。其中做市转让

1526 家，协议转让 9750 家。成交数量 7.27 亿股，成交金额 35.62 亿元。 

图 6：市场交易变化数据（单位：亿元）  图 7：两融余额市场规模变化（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非银金融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3 

图 8：2017 年月度承销发行情况（单位：亿元）  图 9：新三板市场成交交易情况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3 保险行业数据统计 

上周，中国平安、中国人寿、新华保险等 3 家上市险企陆续公布的 6 月份保费收入数据，

从整体上来看，寿险公司保费增速环比逐步回落但仍保持着较高水平，财险保费依然处于恢

复性增长阶段。其中，平安寿险以 38.67%的保费增速摘得榜首，而新华保险保费虽然仍在

延续下滑趋势，但降幅环比收窄，同比下降 13.79%。2017 年在市场投资收益率维持低位，

理财型保险产品受监管约束增大的背景下，寿险公司由注重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举转型，保

费增速有望逐步回落至 15%—20%区间内。而财险公司目前仍处于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

短期内行业保费增速仍将维持在 10%左右。 

图 10：平安财险保费收入及增速（单位：亿元）  图 11：平安寿险保费收入及增速（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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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中国人寿保费收入及增速（单位：亿元）  图 13：新华保险保费收入及增速（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4 行业政策梳理 

保监会 7 月 10 日发布了《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

法》通过对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记录和保存保险销售过程关

键环节，实现销售行为可回放、重要信息可查询、问题责任可确认。《办法》共计 18 条，主

要涉及可回溯实施范围和方式、管理内容、信息安全责任、内外部监督管理措施等方面。 

保监会 7 月 11 日发布关于整治机动车辆保险市场乱象的通知，本通知是为强化保险监

管，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整治市场乱象，维护车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车险市场持续健康

发展，包含了整治机动车辆保险市场乱象有关事项十二条。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7 月 14 日和 15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回归本源、结构优化、强化

监管和市场导向这四项金融工作原则，以及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三

项任务。会议同时提出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设立国务院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要努力培

育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

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预示着金融强监管环境仍将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 

证监会 7 月 14 日发布《2016 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报告主要基于证监会会

计部从 3050 家上市公司年报中抽查审阅的 612 家上市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

评价、审计报告等数据形成。从抽查情况来看，上市公司能够较好地理解并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内控规范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但仍有部分公司存在会计确认与计量不正确、财务及内

控信息披露不规范的问题。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通过发布年报会计监管报告，向市场传递

关于执行会计准则、内部控制规范和财务信息披露规则等方面的监管标准，引导上市公司切

实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证监会 7 月 14 日核发 9 家企业 IPO 批文，筹资总额不超过 42 亿元。分别是，上交所

主板：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交通规

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中小板：山东弘

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创业板：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艾德生物

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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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业个股公告 

银河证券 7 月 10 日发布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本

期发行规模不超过 50 亿元，期限为 3 年，其中基础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20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的方式发行。根据网下向

合格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确定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

率为 4.55%。 

国元证券 7 月 11 日发布 2017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上半年营业收入 15.72 亿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加了 12.0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4 亿元，同比增加 0.62%。基本每

股收益 0.17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5.5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同比减少 0.11%。 

东北证券 7 月 11 日发布 2017 年上半年度业绩快报，上半年营业收入 21.14 亿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0.7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 亿元，同比减少 47.14%。基

本每股收益 0.13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51.8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同比减

少 2.64%。 

国信证券 7 月 11 日发布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

公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基础发

行规模为人民币 30 亿元，可超额配售规模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根据网下向机构投

资者询价结果，经簿记建档方式最终确定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60 亿元，票面利率为 4.58%。 

五矿资本 7 月 11 日发布 2017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公司预计 2017 半年度经营业绩

与上年同期(重大资产重组前)相比，将实现大幅增长，实现利润总额 14.30 亿元左右，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0 亿元左右（上年同期 7480.88 万元）。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

因有两点：第一，公司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第二，

公司电池材料两个募集资金项目逐步达产，产销量同比大幅增长，公司电池材料板块营业收

入和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中油资本 7 月 13 日发布 2017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经营业绩为扭亏为盈。预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约 34.00～37.60 亿元（上年同期重组前为亏损 1.57

亿元，重组后为盈利 30.10 亿元），预计基本每股收益为盈利约 0.38～0.42 元（上年同期重

组前为亏损 0.54 元，重组后为盈利 0.41 元）。业绩变动理由为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持有的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 

广发证券 7 月 13 日发布关于 2017 年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发行结果的公

告，本期债券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发行完毕，本期证券公司短期债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5 亿

元，期限为 310 天，票面利率为 4.75%。 

光大证券 7 月 13 日发布关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赎回结

果及兑付完成的公告，该赎回工作已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完成，公司兑付完成本期债券本金

总额为 20 亿元，兑付利息总额为 4000 万元。自 2017 年 7 月 11 日起，公司的“17 光证 01”

（145287）在上海 2 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摘牌。 

渤海金控 7 月 15 日发布公司 2017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17 年上半年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2 亿元-11.2 亿元，同比增长 25.48%-52.75%。主要原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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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租赁业务持续增长、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放效益逐步显现、公

司于 2017 年 4 月完成对飞机租赁公司 C2 Aviation Capital LLC100%股权过户导致本报告期

合并报表范围扩大以及境外飞机租赁子公司整合效益显现等。 

中信证券 7月 14 日发布公司 2017 年上半年业绩报告，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6.67

亿元，同比小幅增长 2.8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27 亿元，同比下降 6.01%；

基本每股收益 0.41 元，同比下降 4.6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9%，同比减少 0.34 个

百分点。 

6 行业一周观点 

券商板块本周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在防范和化

解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坚定深化金融改革。这一方面意味着未来金融强监管政策环境仍将延续

下去；另一方面提高直接融资占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也将为行业发展提供更多机遇。目前

证券板块兼具高安全边际和高弹性双重属性，传统的 IPO 承销保荐和新兴的跨境交易投资业

务在 IPO 审批提速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加速的政策红利催动下，成为业绩增长亮点。下半年

证券行业有望在丰富融资渠道和创新融资工方面取得更多突破，为业绩增长提供更多动力。

当前时点下，证券板块仍是目前金融领域里不可多得的价值洼地，配置价值凸显。当前我们

相对看好基本面相对稳健，在融资成本和客户资源方面占据优势的大型券商，以及在投行领

域深耕市场，具有相对优势的特色券商，建议关注行业龙头中信证券和国泰君安证券。 

保险板块目前保险板块的投资逻辑一是代理人数增长和产品结构调整带来的保费收入

和新业务价值的高增长，另一个就是利率上行带来的资产再配置收益增加和准备金计提下降。

前一个逻辑中，从一季度的寿险公司代理人数量还在增长，个险新单数量仍维持较高增速可

以得到初步结论，2017 年的保费收入和新业务价值仍将保持较高增速水平。而在第二个逻辑

中，今年上半年利率整体上行趋势明显，对于以债券、非标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要配置方

向的险资来说，其资产再配置的压力明显减轻，而随着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 750 日移动

平均值向上拐点的临近，以此为基础的传统险准备金折现率也将逐步抬升，减少因准备金计

提增加而对寿险会计报表利润产生的侵蚀影响。这个逻辑下对保险公司产生的正向影响将在

2018 年逐渐兑现出来。而从政策层面来看，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的加快推进税收递延型

商业养老保险措施将在短期继续为保险股的上涨趋势提供政策暖风，我们建议关注板块当中

的估值较低，业绩表现好于预期的中国太保和基本面较为突出的中国平安，择机增持。 

风险提示：监管趋严带来的行业估值下行压力，市场下行带来行业业绩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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