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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 

 证券 

本周影响市场最重要的政策面消息无异于金融开放迈入新阶段，5 月 1 日起

沪深港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未来几个月内落实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 51%，3 年后不再设限等

政策，这有利于券商龙头加速走出去步伐，由于近几年券商行业整体竞争力

持续提升，外资持股放开的影响有限。 

上市券商公布 3 月单月业绩，环比大幅上升，主要原因在于 2 月份基数较低，

从累计数据来看，上市券商整体业绩同比下滑。可比的 30 家券商 3 月份实

现营业收入 191.81 亿元，同比下降 16.71%；净利润 91.71 亿元，同比下降

25.07%。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37.92 亿元，同比下降 7.87%；累计净利润

174.68%，同比下降 17.55%。 

本周我们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龙头或特色券商中信证券、华泰证券、海通证

券、东方财富。 

 保险 

上周，保险板块中天茂集团走出独立行情，涨幅最大，四大巨头在本周前两

个交易日表现活跃，但涨幅被后三个交易日的回调所吞噬。上周消息层面上

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放开会尽快落地。我们认为，金

融业开放对于保险业的影响相对于证券和银行来说可能是最小的。目前保险

业处于严监管的时代，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后，高层采取的态度是一视同仁，

并不会享受任何监管上的红利。目前中国四大上市险企已经悉数完成了转

型，在产品结构方面压缩了万能险、分红险等业务，而大力发展健康险和传

统险，因此上市险企赢在了起跑线上。中国的保险市场客户的粘性程度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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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消费者还是会选择一些耳熟能详的保险公司，这与中国保险

市场起步较晚、诚信度不高有关。因此，如果外资参股险企想要抢占

已有的市场份额，必须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即保险代理人产能。

从上市四大巨头的年报数据来看，各大公司在代理人数量以及代理人

产能方面在近几年都有所提升，管理层把抓队伍建设放到第一位。而

保险行业前期投入大，产出周期长的特性使得刚进入的险企会采取非

常谨慎的态度，因为失败的风险相对较高；上周，期待已久的个税递

延养老险的试点工作终于落地，试点工作的开展为全面的政策铺开提

供了很好的导向作用，行业未来的需求会被打开，保险行业的成长性

具有较强的确定性。个股方面，继续关注行业龙头中国平安。 

 多元金融 

上周多元金融板块爆发，累计上涨 4.46%，周四单日上涨 2.67%。央行

行长易纲 11 日宣布 11 项金融开放重磅措施，包括鼓励在信托、金融

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政策推动金融业开放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相关细分领域进一步开放后业务空间巨大，同时多元金融板块整体估

值处于低位，在政策推动下还有很大上涨空间。建议关注江苏租赁（金

融租赁上市第一股）、安信信托（信托主动管理占比较高）中航资本（成

熟金控平台产融结合优势）。 

 

 

风险提示：二级市场整体大幅下滑，从严监管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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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回顾 

上周（20180409-0413）沪深 300 指数、创业板指数分别收于 3871.14

（0.42%）、1824.59（-0.67%），申万一级行业非银金融指数涨幅为

1.06%，在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6。子行业中，多元金融（4.46%）、

保险（1.98%)、证券(-0.24%)，在 227 个三级行业中分别排第 3、28、

137。 

个股表现中，涨幅居前的为江苏租赁（18.73%）、香溢融通（12.24%）、

民生控股（8.97%）、国盛金控（8.11%）；跌幅居前的为华鑫股份

（-4.79%）、海德股份（-4.46%）、国金证券（-3.90%）、绿庭投资（-3.58%）。 

图 1 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对比             单位：%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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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盘指数和非银金融子板块涨跌幅对比                单位：%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1 非银金融行业个股涨跌幅前十名与后十名  

前十名 后十名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江苏租赁 18.73  华鑫股份 (4.79) 

香溢融通 12.24  海德股份 (4.46) 

民生控股 8.97  国金证券 (3.90) 

国盛金控 8.11  绿庭投资 (3.58) 

华铁科技 6.73  宝德股份 (3.12) 

陕国投 A 6.14  越秀金控 (2.07) 

中油资本 5.03  鲁信创投 (1.68) 

浙江东方 4.74  方正证券 (1.47) 

天茂集团 4.48  长江证券 (1.25) 

熊猫金控 4.45  国元证券 (1.21)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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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策略 

证券 

本周影响市场最重要的政策面消息无异于金融开放迈入新阶段，5 月 1

日起沪深港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未来几个月内落实将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 51%，

3 年后不再设限等政策，这有利于券商龙头加速走出去步伐，由于近

几年券商行业整体竞争力持续提升，外资持股放开的影响有限。 

上市券商公布 3 月单月业绩，环比大幅上升，主要原因在于 2 月份基

数较低，从累计数据来看，上市券商整体业绩同比下滑。可比的 30 家

券商 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91.81 亿元，同比下降 16.71%；净利润 91.71

亿元，同比下降 25.07%。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37.92 亿元，同比下降

7.87%；累计净利润 174.68%，同比下降 17.55%。 

本周我们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龙头或特色券商中信证券、华泰证券、

海通证券、东方财富。 

保险 

上周，保险板块中天茂集团走出独立行情，涨幅最大，四大巨头在本

周前两个交易日表现活跃，但涨幅被后三个交易日的回调所吞噬。上

周消息层面上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放开会尽快

落地。我们认为，金融业开放对于保险业的影响相对于证券和银行来

说可能是最小的。目前保险业处于严监管的时代，外资进入中国市场

后，高层采取的态度是一视同仁，并不会享受任何监管上的红利。目

前中国四大上市险企已经悉数完成了转型，在产品结构方面压缩了万

能险、分红险等业务，而大力发展健康险和传统险，因此上市险企赢

在了起跑线上。中国的保险市场客户的粘性程度还是很高的，消费者

还是会选择一些耳熟能详的保险公司，这与中国保险市场起步较晚、

诚信度不高有关。因此，如果外资参股险企想要抢占已有的市场份额，

必须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即保险代理人产能。从上市四大巨头的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6  

年报数据来看，各大公司在代理人数量以及代理人产能方面在近几年

都有所提升，管理层把抓队伍建设放到第一位。而保险行业前期投入

大，产出周期长的特性使得刚进入的险企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因

为失败的风险相对较高；上周，期待已久的个税递延养老险的试点工

作终于落地，试点工作的开展为全面的政策铺开提供了很好的导向作

用，行业未来的需求会被打开，保险行业的成长性具有较强的确定性。

个股方面，继续关注行业龙头中国平安。 

多元金融 

上周多元金融板块爆发，累计上涨 4.46%，周四单日上涨 2.67%。央行

行长易纲 11 日宣布 11 项金融开放重磅措施，包括鼓励在信托、金融

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政策推动金融业开放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相关细分领域进一步开放后业务空间巨大，同时多元金融板块整体估

值处于低位，在政策推动下还有很大上涨空间。建议关注江苏租赁（金

融租赁上市第一股）、安信信托（信托主动管理占比较高）中航资本（成

熟金控平台产融结合优势）。 

三、行业动态 

1. 证监会警示场外个股期权市场风险。 

2. 央行：进一步规范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 

3. 上交所：支持中欧国际交易所 D股市场建设。 

4. 易纲宣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具体措施。 

5. 金融业综合统计剑指监管套利。 

6. 中央网信办与证监会联合发布指导意见 资本市场改革政策有望

优先惠及网信企业。 

7. 沪深交易所拟强化收购和权益变动信息穿透式披露。 

8. 证监会、交易所迅速行动 5月 1日起沪深港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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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鹤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揭牌仪式上强调 贯彻落实

机构改革决策部署，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10.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 5月 1日启动。 

11. 银保监会等三部门联合：发挥保险对质保金的替代功能。 

12. 4月 9日银保监会印发 1号文《关于印发<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

条例>四项配套制度的通知》。 

13. 4月 10日，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开幕式发表演讲时表示：今年金融

业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确保落地，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

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

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四、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1. 【浙江东方】4 月 11 日，公司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86 亿元，同比增加 67.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 7.19 亿元，同比减少 2.03%。 

2. 【浙江东方】4 月 11 日，公司决议为下属 3 家子公司提供合计数

额为人民币 110,000 万元的额度担保。 

3. 【浙江东方】4 月 11 日，公司披露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30 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股利 87,438,809.25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874,388,093

股。 

4. 【中油资本】4 月 12 日，公司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3.06 亿元，同比增加 1.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的净利润 68.43 亿元，同比增加 23.61%。 

5. 【中油资本】4 月 12 日，公司披露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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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息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9,030,056,485 股为基数计算，

拟每 10 股派息 2.28 元（含适用税项），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 

6. 【华安证券】4 月 12 日，公司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18 亿元，同比增加 10.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净利润 6.50 亿元，同比增加 7.93%。 

7. 【新力金融】4 月 13 日，公司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3 亿元，同比减少 21.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09 亿元，同比减少 289.80%。 

8. 【新力金融】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购买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

仅完成承诺数额的 53.23%，新力投资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补

偿。 

9. 【天茂集团】4 月 12 日，公司披露 2017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34.67 亿元，同比增加 214.70%；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 13.89 亿元，同比减少 21.93%。 

10. 【天茂集团】4 月 12 日，公司披露 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报

告期内，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3 亿元-3.5 亿元，同比增

加 172.73%。 

11. 【天茂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华人寿保险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人民币 2,715,889.42 万

元。 

12. 【渤海金控】4 月 13 日，公司披露 2017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59.34 亿元，同比增加 48.14%；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30 亿元，同比增加 15.53%。 

13. 【渤海金控】4 月 13 日，公司披露 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报

告期内，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5.5 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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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约 22.30%-37.27%。 

14. 【中国平安】4 月 13 日，公司披露 2018 年第一季度保费收入公告，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平安财险、平安人寿保险、平安养老保险、平

安健康保险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约为 632.17 亿元、 1823.61 亿元、 

65.17 亿元、8.68 亿元。 

15. 【中国太保】4 月 14 日，公司披露 2018 年第一季度保费收入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太平洋人寿保险、太平洋财产保险累计原保险

业务收入分别为 893.24 亿元、312.94 亿元。 

16. 【中国人寿】4 月 13 日，公司披露 2018 年第一季度保费收入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 2,434 亿元。 

17. 【经纬纺机】4 月 14 日，公司披露 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报

告期内，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4 亿元，同

比下降 48.76%-52.42%。 

18. 【陕国投 A】4 月 11 日，公司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核准公司向原股东配售 927,147,519 股新股. 

19. 【经纬纺机】公司因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自 2018 年

4 月 1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20. 【海德股份】4 月 12 日，公司披露收购报告书，收购人永泰集团

间接控股海德股份，股权占比 27.72%。收购人以现金认购海德股份向

其非公开发行的新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永泰集团将直接和间

接合计持有海德股份股权 75.28%。 

21. 【国元证券】4 月 11 日，公司披露 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快报，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0 亿元，同比减少 20.43%；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净利润 1.66 亿元，同比减少 31.21%。 

22. 【中航资本】4 月 11 日，公司披露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71 亿元，同比增加 41.29%；实现归属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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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净利润 7.92 亿元，同比增加 49.06%。 

23. 【宝德股份】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 

24. 【宝德股份】4 月 9 日，公司披露 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预

计亏损986.79万元～850.4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7.07%～287.07%。 

25. 【东方财富】4 月 11 日，公司披露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0 元（含税），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26. 【新力金融】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股票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16 日期间继续停牌（不超过 5 个交易日）。 

27. 【渤海金控】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实际可上市流通数

量为 432,900,432 股，占总股本的 7.00%。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4 月 18 日。 

28. 【第一创业】4 月 14 日，公司完成北京中关村证券营业部的设立

工作，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和《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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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的说明： 

——报告发布后的 6个月内上市公司股票涨跌幅相对同期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股票投资评级标准：  

 

买入：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标准： 

 

看好：  行业超越市场整体表现 

中性：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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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否则，本公司将保留随

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