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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重点关注标的 

证券：东方财富、中信证券、华泰证券 

保险：中国平安、新华保险 

多元金融：中航资本 

投资策略： 

 证券 

上周，证券板块继续低迷。5 月券商净利润同比、环比均增长，头部券商依

然领跑。但截至 5 月份，2018 年，累计净利润同比下滑。6 月 6 日晚间，证

监会正式发布实施《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 5 月 4

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到正式发布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中国资本市场

全力拥抱新经济，符合条件的红筹企业 7 日起可向证监会递交发行 CDR 的

申报材料。此举将直接增厚券商业绩，在保荐、托管、跨境支付等国际化业

务强劲的券商更有优势。从估值上看，由于股权质押业务对于券商板块的业

绩影响不断发酵，依然处于历史低位。本周我们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头部券

商或特色券商中信证券、华泰证券、东方财富。 

 保险 

6 月 6 日，上市四大险企的税延养老保险产品首批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批准销

售。至此，千亿增量保费规模有望开始打开；目前，上市四大险企悉数被纳

入 MSCI 指数，从过去几周的数据来看，沪深港通前十大活跃交易个股中，

中国平安每周都会获得资金净流入，可见北上资金对于业绩良好的龙头青睐

有加；四月份边际规模保费、尤其是长期保障型产品保费正在较一季度有所

改善，同时，利率维持高位是大概率事件，对于保险行业业绩释放也是利好；

估值在一季度下杀之后已经来看历史低位，安全边际较高。“政策+资金+估

值+业绩”的多轮驱动使得保险板块长期配置价值较高。但我们需要提醒投

资者的是，短线的回调可能与市场风格高度相关，保险板块的短线波动在所

难免，我们需要抓大趋势而放弃小波动。建议投资者关注中国平安、新华保

险。 

 

分析师：刘丽 

执业证书编号：S0760511050001 

邮箱：liuli2@sxzq.com 

电话：0351-8686794 

 

研究助理：陈明 

邮箱：chenming@sxzq.com 

 

研究助理：孙田田 

电话：0351-8686900 

邮箱：suntiantian@sxzq.com 

 

研究助理：徐风 

邮箱：xufeng@sxzq.com 

 

太原市府西街 69号国贸中心 A座 28层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i618.com.cn 

mailto:liuli2@sxzq.com
mailto:suntiantian@sxzq.com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2  

多元金融 

本周多元金融板块继续下跌，板块涉及业态较多，建议精挑个股。资

管新规逼迫行业业务结构调整，根据银监会披露的数据，今年前 4 个

月信托通道类业务规模同比比年初大幅下降 28.7%，银信类业务规模

下降 4.6%，去通道，除嵌套成效显著。而银监会也表示会进一步整治

信托市场乱象，强监管也给信托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差异化竞

争进一步加剧，未来信托公司在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中推动产业投

资，提高主动管理能力是关键；同时信用风险事件频发的环境下，实

体降杠杆需求及银行不良信贷市场空间有待进一步发掘，看好不良资

产管理行业未来的发展。建议关注军工背景产融结合优势的中航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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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4-0608）沪深 300 指数、创业板指数分别收于 3779.62

（0.24%）、1711.52（0.12%），申万一级行业非银金融指数跌幅为 0.30%，

在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13。子行业中，保险（1.31%)、证券(-1.63%)、

多元金融（-2.55%），在 227 个三级行业中分别排第 41、157、191。 

个股表现中，涨幅居前的为海德股份（6.75%）、新华保险（5.99%）、

东兴证券（3.41%）、中国平安（3.16%）；跌幅居前的为西部证券

（-14.83%）、华鑫股份（-7.76%）、国投资本（-7.25%）、绿庭投资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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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股份 6.75 西部证券 (14.83) 

新华保险 5.99 华鑫股份 (7.76) 

东兴证券 3.41 国投资本 (7.25) 

中国平安 3.16 绿庭投资 (5.71) 

鲁信创投 3.13 锦龙股份 (4.84) 

西水股份 3.06 安信信托 (4.72) 

宝德股份 2.92 长江证券 (4.44) 

越秀金控 2.31 国盛金控 (4.30) 

第一创业 1.12 光大证券 (4.14) 

中国太保 1.06 香溢融通 (4.08)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5  

二、投资策略 

证券 

上周，证券板块继续低迷。5 月券商净利润同比、环比均增长，头部

券商依然领跑。但截至 5 月份，2018 年，累计净利润同比下滑。6 月

6 日晚间，证监会正式发布实施《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该办法 5 月 4 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到正式发布只用了一

个月的时间，中国资本市场全力拥抱新经济，符合条件的红筹企业 7

日起可向证监会递交发行 CDR 的申报材料。此举将直接增厚券商业

绩，在保荐、托管、跨境支付等国际化业务强劲的券商更有优势。从

估值上看，由于股权质押业务对于券商板块的业绩影响不断发酵，依

然处于历史低位。本周我们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头部券商或特色券商

中信证券、华泰证券、东方财富。 

保险 

6 月 6 日，上市四大险企的税延养老保险产品首批获得中国银保监会

批准销售。至此，千亿增量保费规模有望开始打开；目前，上市四大

险企悉数被纳入 MSCI 指数，从过去几周的数据来看，沪深港通前十

大活跃交易个股中，中国平安每周都会获得资金净流入，可见北上资

金对于业绩良好的龙头青睐有加；四月份边际规模保费、尤其是长期

保障型产品保费正在较一季度有所改善，同时，利率维持高位是大概

率事件，对于保险行业业绩释放也是利好；估值在一季度下杀之后已

经来看历史低位，安全边际较高。“政策+资金+估值+业绩”的多轮驱

动使得保险板块长期配置价值较高。但我们需要提醒投资者的是，短

线的回调可能与市场风格高度相关，保险板块的短线波动在所难免，

我们需要抓大趋势而放弃小波动。建议投资者关注中国平安、新华保

险。 

多元金融 

本周多元金融板块继续下跌，板块涉及业态较多，建议精挑个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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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新规逼迫行业业务结构调整，根据银监会披露的数据，今年前 4 个

月信托通道类业务规模同比比年初大幅下降 28.7%，银信类业务规模

下降 4.6%，去通道，除嵌套成效显著。而银监会也表示会进一步整治

信托市场乱象，强监管也给信托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差异化竞

争进一步加剧，未来信托公司在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中推动产业投

资，提高主动管理能力是关键；同时信用风险事件频发的环境下，实

体降杠杆需求及银行不良信贷市场空间有待进一步发掘，看好不良资

产管理行业未来的发展。建议关注军工背景产融结合优势的中航资本。 

三、行业动态 

1. 税延养老险试点启动 上海开出全国首单。 

2. CDR 申报通道正式开启，创新试点严格掌握规模节奏防范过度炒

作。 

3. 银保监会：信托业防风险、治乱象效果初显；通道类信托业务规

模大幅缩减，行业过快增长势头得到遏制；银信类业务降幅明显，

多层嵌套规模大幅下降；脱实向虚明显扭转，支持实体经济质效

提升。 

4.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部分变相“现金

贷”平台风险，向 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提请

加强对部分平台加强监管。 

5. 商务部与银保监会完成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的

经营规则和监督管理规则制定职责转隶工作。银保监会向地方政

府致函，将对融资租赁等三类机构开展摸底工作。 

6. 银保监会就《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拟取消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

比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持续推进外资投

资便利化。 

7. 中保协：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8. 陈文辉：银行保险风险可控，正研究大湾区汽车保险问题。 

9. 银保监会明确禁止“百万医疗”保险产品盲目设立高额给付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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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1. 【西部证券】公司 6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

管局《限制业务活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分有关责任人员事先告知书》。

暂停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6 个月（2018 年 6 月 2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并责令公司限期改正并处分有关责任人员。 

2. 【西部证券】6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深圳交易所《关于对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有关问题的回复函。 

3. 【招商证券】6 月 9 日，公司披露要约收购书。招商局轮船有限公

司将所持有公司约 2.59%股份无偿划转至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交易完成后，招融投资从直接持有招商证券约 20.93%的股份、直

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招商证券约40.49%的股份变更为直接持有招商证券

约 23.51%的股份、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招商证券约 43.08%的股份，从

而触发要约收购。 

4. 【招商证券】公司获准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南、广东、

深圳、宁波等地设立 16 家证券营业部。 

5. 【东方财富】上海银行浦西分行、浦发银行武汉分行拟分别向公

司全资子公司天天基金提供银行借款，借款最高额度分别为 10.00 亿

元、20.00 亿元，公司为天天基金上述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自天天基金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 1 年。 

6. 【经纬纺机】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

（2018 年 3 月 12 日）起累计不超过 6 个月，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7. 【宝德股份】公司于 6 月 7 日收到了保证金账户开户银行出具的

《银行询证函》书面回复，重庆中新融创已将保证金人民币 5.31 亿元

汇入承诺保证金专门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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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茂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人民币

282.81 亿元。 

9. 【广发证券】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借款余额为 1,963.45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262.26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

比例为 29.59%，超过 20%。 

10. 【浙江东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非公开

发行的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616.07 万

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 年 6 月 13 日 

11. 【第一创业】6 月 8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22.66 万元，净利润-2003.00 万元；子公司一创投

行实现营业收入 135.62 万元，净利润-1176.95 万元。 

12. 【国投资本】6 月 8 日，公司披露全资子公司安信证券母公司 5 月

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465.31 万元，净利润

6,326.52 万元。 

13. 【国投资本】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安信证券

2018 年 1-5 月累计新增借款占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超过 20%，为 22.86%。 

14. 【中国银河】6 月 8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519.75 万元，净利润 25,284.41 万元；子公司银

河金汇实现营业收入 3,348.35 万元，净利润 565.11 万元。 

15. 【西南证券】6 月 8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484.83 万元，净利润 7,740.51 万元。 

16. 【东方证券】6 月 8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708.93 万元，净利润 36,621.36 万元；子公司东

证资管实现营业收入 18,935.38  万元，净利润 5,882.18 万元；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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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花旗实现营业收入 6,103.07 万元，净利润 2,707.06 万元。 

17. 【太平洋】6 月 8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6,104.81 万元，净利润-16,239.74 万元。 

18. 【光大证券】6 月 8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504.42 万元，净利润 19296.88 万元；子公司光证

资管实现营业收入 4797.82 万元，净利润 1812.93 万元。 

19. 【越秀金控】6 月 7 日，公司披露控股子公司广州证券 5 月主要财

务数据。报告期内，广州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10,799.59 万元，净利润

185.48 万元。 

20. 【国海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6.04 万元，净利润-5118.02 万元。 

21. 【申万宏源】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930 万元，净利润 23,526 万元;子公司申万宏源

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467 万元，净利润 3,724 万元；子公

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79 万元，净

利润 1,048 万元。 

22. 【国元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787.21 万元，净利润 2,682.15 万元。 

23. 【国泰君安】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332.05 万元，净利润 52,041.17 万元；子公司上

海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6,008.09 万元，净利润 1,014.34 万元；子公司国

泰君安资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265.37 万元，净利润 3,393.78 万元。 

24. 【国信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2,828.46 万元，净利润 15,090.64 万元。 

25. 【海通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2,136.41 万元，净利润 88,688.68 万元；子公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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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资管实现营业收入 8,448.12 万元，净利润 4,582.53 万元。 

26. 【华安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34.70 万元，净利润 2,467.78 万元。 

27. 【方正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016.27 万元，净利润 2,353.35 万元；子公司民族

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8,251.40 万元，净利润 787.42 万元；子公司瑞信方

正实现营业收入 1,109.32 万元，净利润-311.58 万元。 

28. 【长江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884.05 万元，净利润 8,546.22 万元；子公司长江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4.76 万元，净利润-1,162.20 万

元；子公司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03.00

万元，净利润 807.51 万元。 

29. 【中信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700 万元，净利润 46,960 万元；子公司中信证

券（山东）实现营业收入 9,392 万元，净利润 2,152 万元；子公司金通

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35 万元，净利润-72 万元。 

30. 【招商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016.70 万元，净利润 34708.39 万元;子公司招证

资管实现营业收入 10968.72 万元，净利润 4183.83 万元。 

31. 【国金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331.04 万元，净利润 5,853.92 万元。 

32. 【华泰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088.89 万元，净利润 26,853.15 万元;子公司华泰

联合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15,873.87 万元，净利润 4,681.89 万元；子公司

华泰资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449.50 万元，净利润 8,146.29 万元。 

33. 【广发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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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945.79 万元，净利润 44544.42 万元;子公司广发

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268.66 万元，净利润

5599.62 万元。 

34. 【东吴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678.19 万元，净利润 1,133.20 万元。 

35. 【宝硕股份】6 月 7 日，公司披露控股子公司华创证券 5 月主要财

务数据。报告期内，华创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6,146.34 万元，净利润

-1,107.54 万元。 

36. 【东兴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943 万元，净利润 8,997 万元。 

37. 【中原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905.01 万元，净利润 3,095.83 万元。 

38. 【东北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460.09 万元，净利润 1,527.37 万元;子公司东证

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50.16万元，净利润870.04

万元。 

39. 【西部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550.75 万元，净利润 5,569.05 万元。 

40. 【财通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862.03 万元，净利润 5,148.57 万元；子公司财通

资管实现营业收入 6,052.82 万元，净利润 334.85 万元。 

41. 【兴业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4,773.49 万元，净利润 37,958.10 万元；子公司兴

证资管实现营业收入 4,321.29 万元，净利润 2,648.50 万元。 

42. 【华鑫股份】6 月 7 日，公司披露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 5 月主要财

务数据。报告期内，华鑫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9,785.84 万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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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4.13 万元；华鑫证券子公司摩根华鑫实现营业收入 1,231.91 万元，

净利润-944.15 万元。 

43. 【浙商证券】6 月 7 日，公司披露 5 月主要财务数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528.63 万元，净利润 6,506.07 万元；子公司浙商

资管实现营业收入 2,006.56 万元，净利润 12.21 万元。 

44. 【海德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在深圳、

南京、成都分别设立分公司。另外，海徳资管拟进行增资扩股引入战

略投资者，增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5 亿元，将引进不超过 10 名外部

投资者，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海徳资管的股权比例不低于 51%，其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5. 【海德股份】公司与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6

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46. 【民盛金科】6 月 6 日，公司披露关于对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

函相关问题的说明。 

47. 【国盛金控】  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81.37%。根据《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有权要求在后续业绩承

诺年度累积进行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差额补偿。中江信托已在《业绩承

诺补偿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函告本公司，暂不立即对本公司进行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差额补偿，相关差额补偿在后续业绩承诺年度累积进行。 

48. 【国盛金控】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5,870,188 股，占回购股份方案实

施前公司总股本的 0.39%，最高成交价为 17.3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65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1.00 亿元。 

49. 【鲁信创投】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累计出售所持有的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415.10 万股，占华

东数控总股本的 1.35%，共回笼资金 4162.2 万元。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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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7.08 万元（其中含因华东数控股份减持从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金

1145.93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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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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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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