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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10月 17日，仅保险版块上涨，且仅保险板块跑赢沪深 300指数。当日金融板块 29只个股上涨，4只

个股平盘，80只下跌，上涨个股数较上一交易减少 2 只。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冷培栋、前任行长杨华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目前具体涉及事项不清楚，对平

安银行股价有一定短期的负面影响。中信银行 2019 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0.74%，与上半年增

速持平。 

上交所明确沪伦通业务中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在境内市场资产余额上限计算范围：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因

接受客户委托开展沪伦通全球存托凭证跨境兑回业务而在境内市场持有的基础股票及对应现金，不纳入境

内资产余额上限计算范围。此规定使 GDR兑回不占用境内资产额度，有助于 GDR 兑回顺利进行，促进沪伦

通业务发展。 

重要公告：2019/10/18 

2019/10/18 中信银行:优先股股

息派发实施公告 

优先股代码：360025 

 

优先股简称：中信优 1 

 

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3.80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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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日报：上交所明确沪伦通业务中境外证

券经营机构在境内市场资产余额上限计算范围  

风险评级：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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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隆海（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5101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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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助理：许建锋    S0340519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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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10/17 申万金融行业涨跌幅 (%) 图 1： 2019/10/17 金融行业个股涨跌幅前 5名 (%)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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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交易日：2019 年 10 月 24日（星期四） 

 

股权登记日：2019 年 10 月 25日（星期五） 

 

除息日：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股息派发日：2019 年 10 月 28日（星期一） 

2019/10/18 中信银行:2019年第

三季度报告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407.52 亿元，同比增长 10.74%；实现

营业收入 1,423.87 亿元，同比增长 17.30%。其中，利息净收入 872.54 亿元，同比增

长 13.52%；非利息净收入 551.33 亿元，同比增长 23.83%。 

 

资产质量整体可控。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 681.90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41.62 亿元；不良贷款率 1.72%，比上年末下降 0.05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174.82%，

比上年末上升 16.84 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 3.01%，比上年末上升 0.21 个百分点。 

2019/10/18 西水股份:保费收入

公告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9月 30日

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人民币 1,173,139.82 万元。 

重要新闻： 2019/10/17 

2019/10/17 宏观 财政部税政司一级巡视员徐国乔：在当前经济环境和减税降费大背景下，消费税改革将

坚持总体税负基本稳定的原则有序推进；同时，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财政部正在会同

相关部门研究起草消费税法，下一步将兼顾消费税改革和立法，统筹推进相关工作。

（Wind） 

2019/10/17 券商 上交所明确沪伦通业务中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在境内市场资产余额上限计算范围：境外证

券经营机构因接受客户委托开展沪伦通全球存托凭证跨境兑回业务而在境内市场持有

的基础股票及对应现金，不纳入境内资产余额上限计算范围。（Wind） 

2019/10/17 宏观 欧盟和英国达成脱欧协议草案。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政府计划周六对新的脱欧协议进

行表决，协议得到了内阁的支持。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则表示，不会投票通过英国今日

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Wind） 

2019/10/17 宏观 【锁短放长有玄机 货币调控存空间】10 月以来，资金面未按预想剧本演绎，央行也未

按市场预期出牌。近期资金面时松时紧和中期借贷便利（MLF）现身都有些让市场意外。

联系到停做逆回购、开展 MLF操作和降准，央行锁短放长迹象愈发明显。分析人士认为，

“锁短”本质是避免市场利率过低，“放长”则是为了释放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对

多目标的兼顾更好诠释了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取向。与 2016年不同，当前锁短放长并

不意味着货币调控可能边际收紧。监管部门在调降利率方面可能会更加谨慎，但在当前

经济形势下，货币调控仍有阶段性、结构性的放松空间。（中国证券报） 

2019/10/17 宏观 【推出一揽子高水平对外开放务实举措】昨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亚洲开发银行在深圳

联合举办第 32 届东盟+3 债券市场论坛。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指出，目前，证监会正在推

动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出一揽子高水平对外开放务实举措，债券市场改革开放是

其中重要内容。证监会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向改革要动力，以开

放增活力，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各项改革开放措施落地。（证券时报） 

2019/10/17 券商 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表示，已聘请一家国际知名的机构研究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

价结算的证券市场，上述机构不仅研究澳门市场，也正在对周边的金融机构进行了解研

究，同时必须与国际规矩接轨；目前特区政府暂时没有一个关于建立人民币计价结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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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巿场的有关报告交予中央。（Wind） 

2019/10/17 银行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冷培栋、前任行长杨华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冷培栋在任职平安

银行上海分行行长一职之前，曾任平安信托总经理。平安银行回应称，冷培栋因个人原

因被立案调查，我行将积极配合相关调查，并进一步做好案件防控工作。（Wind） 

2019/10/17 银行 据经参，银行等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平台之间的贷款业务合作，即“助贷”正迎来更强

监管。近期，北京、浙江等多地密集出台政策对此进行规范，其中，严格准入管理等成

为政策着力点。（Wind）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持续下滑，行业竞争加剧，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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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可转债、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科创板股票、新三板股票、权证、退市整理期股票、港股通股票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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