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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事件(20191014-20191018) 

研究所  成份股事件： 

❑在过去一周，事件类别 I和类别 II中分别有 9类和 16类

事件发生，在事件类别 I中发生次数最多的事件是关于交易

13 件，其次是股东大会 5 件和重大项目 3 件。在事件类别

II 中，贵州茅台连续四天发生大宗交易：20191014 总的成

交金额为 14975.9 万元， 20191015 总的成交金额为 

15654.55 万元，20191016 总的成交金额为 2576.64 万元，

20191017总的成交金额为 13455万元。 

 

主力资金： 

❑在过去一周，主力净流入额为正的成份股有 16 只，净流

入额为负的成份股的成份股有 34 只。主力净流入额前三名

的是农业银行约 5.20 亿元、药明康德约 4.51 亿元、兴业银

行约 4.26亿元；后三名的是中信证券约-9.46亿元、华泰证

券约-8.95 亿元、三安光电约-7.80 亿元。主力净流入额占

成交额最大的成份股是药明康德约 12.56%， 主力净流入率

大于 10%的成份股还有农业银行约 11.39%。主力净流入率与

回报的相关性系数约 0.6773。开盘主力净流入额与主力净流

入率的相关性系数约 0.8037。 

 

沪股通持股： 

❑截止上周沪股通最后一个交易日，沪股通最新持股数前三

的成份股是农业银行约 12亿股，工商银行约 10.2亿股和招

商银行约 9.79 亿股；持股占流通 A 股比例最大的三只成份

股是海尔智家约 12.89%、海螺水泥约 12.60%和中国国旅约

12.22%。中国国航是过去一周持股比率增长最大的成份股，

上周持股占流通 A 股约 0.55%，最新占比约 0.66%，它的持

股数和持股比率在 9月初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跌后保持较为稳

定，它的持股比率连续两周增长最大。中国人保是过去一周

持股比率下降最大的成份股，上周持股占流通 A股约 0.61%，

最新占比约 0.55%，它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率从九月后期开

始出现下降。 

 

风险提示：本报告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建模、解释与

回测，由于市场具有不确定性，所有结果仅在统计意义下有

望获得良好投资效果，历史数据不代表未来业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策略失效的风险。 

分析师：张志鹏 

TEL：021-32229888-25311 

E-mail:zhangzhipeng@ajzq.com 

执业编号：S0820510120010 

联系人：叶才伟 

TEL:021-32229888-25524 

E-mail:yecaiwei@ajzq.com 

 

 

 

 

 

 

 

 

 

 
 

 

 

 

 

 

 

20191021-20191025 可能发生的大类事件： 

股东大会：保利地产、复星医药 

业绩披露：恒瑞医药、万华化学、中国平安、

海螺水泥、中国联通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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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证 50 成份股事件  

1.1 发生事件 

在过去一周发生的事件大类（事件类别 I）有 9 类：业绩披露,交易,

公司资料变更,对外投资,红色预警,经营事件,股东大会,资产交易,重

大项目。 

 

事件类型（事件类别 II）有 16类：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多元化投资-

理财产品,大宗交易,披露三季报,签署合作意向书,股东减持股票,股

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股东大会召开,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股东大会通知,股权收购进行中,股票回购,购得土地使用权,违规行为

公告,重大项目正常进展,项目中标。 

 

如表格 1 所示，在过去一周事件类别 I 中，发生次数最多的事件是关

于交易 13件，其次是股东大会 5件,然后是重大项目 3件。 在事件类

别 II中，贵州茅台连续四天发生大宗交易：20191014 总的成交金额为

14975.9 万元，20191015 总的成交金额为 15654.55 万元，20191016

总的成交金额为 2576.64万元，20191017总的成交金额为 13455万元，

详细的信息见附录。 

 

 

表格 1：事件类别汇总与发生频率 

事件大类 事件类型 

'业绩披露' 2 

'交易' 13 

'公司资料变更' 2 

'对外投资' 1 

'红色预警' 1 

'经营事件' 1 

'股东大会' 5 

'资产交易' 1 

'重大项目' 3 

'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 1 

'多元化投资-理财产品' 1 

'大宗交易' 12 

'披露三季报' 1 

'签署合作意向书' 1 

'股东减持股票' 2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1 

'股东大会召开' 1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1 

'股东大会通知' 2 

'股权收购进行中' 1 

'股票回购' 1 

'购得土地使用权' 1 

'违规行为公告' 1 

'重大项目正常进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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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1.2 当日事件回报 

如图表 1 所示，大宗交易事件对应的正回报略微大于负回报，正回报

的均值约 1.82%，负回报的均值约-1.05%，其他详细的信息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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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事件发生日回报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如图表 2 所示，在过去一周从事件的均值回报中可以看出，大多数事

件的回报小于零，详细的信息见附录。 

 

图表 2事件均值回报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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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力资金流向 

2.1 个股主力资金流向 

在过去一周，主力净流入额为正的成份股有 16只，主力净流入额为负

的成份股的成份股有 34只。主力净流入额前三名的是农业银行约 5.20

亿元、药明康德约 4.51 亿元、兴业银行约 4.26 亿元；后三名的是中

信证券约-9.46 亿元、华泰证券约-8.95亿元、三安光电约-7.80亿元。

开盘主力净流入额为正的成份股有 18只，尾盘主力净流入额为正的有

17 只。 

 

药明康德的主力净流入额占成交额的 12.56%，五个交易日都是净流入

状态，主力净流入率第二第三的成份股分别是农业银行约 11.39%和光

大银行约 7.42%。主力净流入率大于 5%的成份股还有浦发银行 5.61%、

工商银行 5.58%； 另一方面主力净流入率超过-10%的有 9 只成份股，

前三的是华泰证券约-17.42%、中国石油约-13.83%和上汽集团约

-11.95%。上证 50 里权重最大的中国平安，过去一周主力的净流入率

约-2.67%，主力 3天净流出，它的周回报约-0.17%。 

 

 

表格 2：个股主力资金流向 

代码 名字 回报 成交额 主力净 

流入额 

主力净 

流入率 

开盘主力 

净流入额 

尾盘主力 

净流入额 

主力净流 

入天数 

主力净流 

出天数 

'600000.SH' '浦发银行' 2.65% 4.89E+09 2.75E+08 5.61% 2.37E+08 7.31E+07 4 1 

'600016.SH' '民生银行' -1.30% 2.81E+09 2.32E+07 0.82% 5.08E+07 7.49E+06 1 4 

'600019.SH' '宝钢股份' -1.34% 6.17E+08 4.02E+06 0.65% 1.10E+06 2.87E+06 2 3 

'600028.SH' '中国石化' -1.77% 1.08E+09 -4.82E+07 -4.47% -2.58E+07 -1.17E+07 2 3 

'600029.SH' '南方航空' -2.17% 1.08E+09 -1.19E+08 -11.04% -7.13E+07 -2.31E+07 0 5 

'600030.SH' '中信证券' -4.10% 9.16E+09 -9.46E+08 -10.33% -7.23E+08 -2.24E+08 1 4 

'600031.SH' '三一重工' -2.31% 4.53E+09 -1.65E+08 -3.63% -1.11E+08 4.32E+06 1 4 

'600036.SH' '招商银行' -0.30% 9.75E+09 -1.01E+08 -1.03% -5.50E+07 1.04E+07 2 3 

'600048.SH' '保利地产' -2.48% 5.70E+09 -1.89E+08 -3.31% -1.58E+08 -4.21E+07 1 4 

'600050.SH' '中国联通' -0.49% 3.21E+09 -1.61E+08 -5.02% 1.87E+07 -7.49E+06 1 4 

'600104.SH' '上汽集团' -2.01% 2.14E+09 -2.56E+08 -11.95% -2.38E+08 -4.30E+07 1 4 

'600196.SH' '复星医药' 0.08% 1.75E+09 -5.10E+07 -2.91% -3.21E+07 -3.23E+07 1 4 

'600276.SH' '恒瑞医药' 1.06% 6.56E+09 6.49E+07 0.99% 6.31E+07 5.06E+07 3 2 

'600309.SH' '万华化学' -3.42% 2.01E+09 -2.31E+08 -11.49% -2.28E+08 -3.13E+07 0 5 

'600340.SH' '华夏幸福' -0.39% 1.36E+09 -2.34E+07 -1.73% -1.47E+07 -1.15E+07 1 4 

'600519.SH' '贵州茅台' 0.10% 2.19E+10 8.25E+07 0.38% 3.68E+08 1.23E+08 3 2 

'600585.SH' '海螺水泥' -2.13% 3.23E+09 -1.45E+08 -4.47% -1.15E+08 -2.42E+07 1 4 

'600690.SH' '海尔智家' -1.78% 1.41E+09 -7.14E+07 -5.07% -6.56E+07 -1.33E+07 1 4 

'600703.SH' '三安光电' -7.23% 7.21E+09 -7.80E+08 -10.82% -8.56E+08 -3.65E+07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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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37.SH' '海通证券' -4.34% 6.14E+09 -4.28E+08 -6.97% -2.35E+08 -6.99E+07 1 4 

'600887.SH' '伊利股份' -1.02% 5.10E+09 -3.49E+08 -6.84% -1.39E+08 -3.35E+07 1 4 

'601066.SH' '中信建投' -10.44% 6.23E+09 -7.12E+08 -11.42% -5.36E+08 -8.71E+07 0 5 

'601088.SH' '中国神华' -3.91% 1.16E+09 4.76E+06 0.41% -2.89E+06 -1.32E+07 3 2 

'601111.SH' '中国国航' -2.51% 1.39E+09 -1.65E+08 -11.91% -1.45E+08 -2.58E+07 1 4 

'601138.SH' '工业富联' 2.77% 3.16E+09 -8.32E+07 -2.64% -4.60E+07 -2.71E+07 1 4 

'601166.SH' '兴业银行' 0.38% 8.62E+09 4.26E+08 4.94% 3.81E+08 3.58E+07 3 2 

'601186.SH' '中国铁建' -1.13% 1.67E+09 2.25E+07 1.34% -8.03E+06 6.49E+05 3 2 

'601211.SH' '国泰君安' -1.91% 2.15E+09 -1.45E+08 -6.77% -5.25E+07 -4.24E+07 1 4 

'601229.SH' '上海银行' -0.21% 2.51E+09 -3.22E+07 -1.28% -3.14E+07 3.86E+07 1 4 

'601288.SH' '农业银行' 1.13% 4.57E+09 5.20E+08 11.39% 5.29E+08 6.95E+07 4 1 

'601318.SH' '中国平安' -0.17% 2.45E+10 -6.55E+08 -2.67% -4.06E+08 -1.03E+08 2 3 

'601319.SH' '中国人保' -0.11% 1.93E+09 -7.66E+07 -3.97% -7.63E+07 -1.54E+07 2 3 

'601328.SH' '交通银行' 0.36% 2.98E+09 9.26E+07 3.11% 6.84E+07 4.15E+07 2 3 

'601336.SH' '新华保险' -1.71% 3.47E+09 -6.27E+07 -1.81% -3.62E+07 -1.48E+07 3 2 

'601390.SH' '中国中铁' -1.98% 8.45E+08 -4.46E+07 -5.27% -4.18E+07 -9.58E+06 2 3 

'601398.SH' '工商银行' 0.53% 3.84E+09 2.15E+08 5.58% 2.29E+08 4.32E+07 4 1 

'601601.SH' '中国太保' -1.73% 2.89E+09 -9.71E+07 -3.35% -7.59E+07 -3.23E+07 2 3 

'601628.SH' '中国人寿' 3.31% 2.07E+09 8.08E+07 3.91% 1.18E+08 5.85E+06 4 1 

'601668.SH' '中国建筑' -0.18% 4.06E+09 -3.62E+07 -0.89% 4.29E+07 -5.67E+07 2 3 

'601688.SH' '华泰证券' -4.15% 5.14E+09 -8.95E+08 -17.42% -4.93E+08 -1.86E+08 0 5 

'601766.SH' '中国中车' -1.36% 7.80E+08 -3.33E+07 -4.27% -1.28E+07 -1.21E+07 2 3 

'601800.SH' '中国交建' -2.26% 8.78E+08 -2.91E+07 -3.32% -3.06E+07 -9.49E+06 3 2 

'601818.SH' '光大银行' 2.32% 4.92E+09 3.65E+08 7.42% 3.49E+08 3.45E+07 4 1 

'601857.SH' '中国石油' -1.78% 1.43E+09 -1.98E+08 -13.83% -1.78E+08 -2.15E+07 1 4 

'601888.SH' '中国国旅' 0.46% 1.96E+09 -3.71E+06 -0.19% 2.06E+07 -4.52E+05 1 4 

'601939.SH' '建设银行' 0.55% 2.58E+09 7.80E+07 3.02% 1.20E+08 1.11E+07 2 3 

'601988.SH' '中国银行' 0.55% 2.41E+09 7.54E+07 3.13% 1.04E+08 -1.06E+07 2 3 

'601989.SH' '中国重工' -2.72% 1.10E+09 -8.45E+07 -7.70% 8.27E+05 -3.95E+07 1 4 

'603259.SH' '药明康德' -0.15% 3.59E+09 4.51E+08 12.56% 4.53E+08 3.65E+07 5 0 

'603993.SH' '洛阳钼业' -3.31% 7.77E+08 -4.35E+07 -5.60% -1.75E+07 -3.13E+07 2 3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Wind 的定义如下：主力净流入额：主力买入金额-主力卖出金额，其中“主力”指超大单与大

单的合计；主力净流入率：主力净流入金额/成交金额*100，其中“主力”指超大单与大单的合计；开盘主力净流入额：10 点前的

主力净流入金额，其中“主力”指超大单与大单的合计；尾盘主力净流入额：14:30 后的主力净流入金额，其中“主力”指超大单

与大单的合计；大单：挂单额 20 万元至 100 万元之间； 超大单：挂单额大于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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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回报与主力资金 

如表格 3 所示，与回报相关性最高的是开盘主力净流入额约 0.7227，

其次是主力净流入额约 0.6939，然后是主力净流入率约 0.6773，最后

是尾盘主力净流入额约 0.5583。  

 

表格 3：回报与主力资金相关性矩阵 

 回报 主力净流入额 主力净流入率 开盘主力净流入额 尾盘主力净流入额 

回报 1.0000 0.6939 0.6773 0.7227 0.5583 

主力净流入额 0.6939 1.0000 0.8079 0.9573 0.8427 

主力净流入率 0.6773 0.8079 1.0000 0.8037 0.6820 

开盘主力净流入额 0.7227 0.9573 0.8037 1.0000 0.7973 

尾盘主力净流入额 0.5583 0.8427 0.6820 0.7973 1.0000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主力净流入额和开盘主力净流入额的相关性系数是 0.9573,这也间接

说明如果开盘主力净流入额比较大，主力净流入额也会比较大，另一

方面主力净流入额和主力净流入率的相关性是 0.8079，它们的相关性

系数没有接近 1，也说明了主力资金外的资金对成交额还是有一定的贡

献。主力净流入率和开盘主力净流入额的相关性系数是 0.8037，主力

净流入率与开盘主力净流入额的关系如图表 3所示： 

 

图表 3开盘主力净流入额与主力净流入率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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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周，主力净流入率与开盘主力净流入额的相关性系数是

0.8037，主力净流入率与回报的相关性系数是 0.6773。主力净流入率

和回报同向变动的成份股有 42 只，然而有 11 只成份股是主力净流入

率和回报都为正值，主力净流入率和回报都为负值的成份股有 31 只，

具体如图表 4 所示： 

 

图表 4回报与主力净流入率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如表格 2 所示，过去一周净流入天数 0 至 5 天的成份股依次有 4、20、

13、7、5 和 1 只。4 天净流入的成份股有 5 只，它们分别是：农业银

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和中国人寿。5天净流入的成份股

只有 1只：药明康德。 

 

通过线性拟合，通过线性拟合，主力净流入天数和回报是正相关，主

力净流出天数和回报则是负相关，如图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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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主力净流入/出天数与回报的线性关系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3、沪股通 

3.1 沪股通持股情况 

截止上周沪股通最后一个交易日，沪股通最新持股数前三的成份股是

农业银行约 12 亿股，工商银行约 10.2 亿股和招商银行约 9.79 亿股；

持股占流通 A 股比例最大的三只成份股是海尔智家约 12.89%、海螺水

泥 12.60%和中国国旅约 12.22%。 

 

表格 4：沪股通持股 

代码 名字 最新持股数 最新持股比例% 持股数变化 持股比例变化 

'600000.SH' '浦发银行' 4.94E+08 1.76 -9.14E+06 -1.82% 

'600016.SH' '民生银行' 7.30E+08 2.06 1.74E+07 2.45% 

'600019.SH' '宝钢股份' 5.43E+08 2.46 7.31E+06 1.36% 

'600028.SH' '中国石化' 5.22E+08 0.55 -2.80E+07 -5.09% 

'600029.SH' '南方航空' 5.36E+08 6.60 1.19E+07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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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30.SH' '中信证券' 1.92E+08 1.95 1.28E+06 0.67% 

'600031.SH' '三一重工' 7.30E+08 8.68 -3.19E+06 -0.44% 

'600036.SH' '招商银行' 9.79E+08 4.74 -1.52E+06 -0.16% 

'600048.SH' '保利地产' 3.66E+08 3.07 1.51E+07 4.29% 

'600050.SH' '中国联通' 6.42E+08 3.03 7.77E+06 1.22% 

'600104.SH' '上汽集团' 3.82E+08 3.32 1.49E+07 4.05% 

'600196.SH' '复星医药' 3.62E+07 1.89 4.40E+05 1.23% 

'600276.SH' '恒瑞医药' 5.06E+08 11.48 -1.49E+06 -0.29% 

'600309.SH' '万华化学' 8.24E+07 5.79 1.73E+06 2.14% 

'600340.SH' '华夏幸福' 8.06E+07 2.71 -9.61E+05 -1.18% 

'600519.SH' '贵州茅台' 9.98E+07 7.94 -1.18E+06 -1.17% 

'600585.SH' '海螺水泥' 5.04E+08 12.60 -3.85E+06 -0.76% 

'600690.SH' '海尔智家' 7.86E+08 12.89 8.62E+06 1.11% 

'600703.SH' '三安光电' 9.20E+07 2.26 7.68E+06 9.11% 

'600837.SH' '海通证券' 1.04E+08 1.29 -1.94E+06 -1.83% 

'600887.SH' '伊利股份' 6.81E+08 11.24 3.93E+06 0.58% 

'601066.SH' '中信建投' 6.73E+06 0.78 -6.83E+05 -9.21% 

'601088.SH' '中国神华' 8.11E+07 0.49 3.69E+05 0.46% 

'601111.SH' '中国国航' 6.28E+07 0.66 1.05E+07 20.03% 

'601138.SH' '工业富联' 1.08E+08 6.69 -5.18E+06 -4.59% 

'601166.SH' '兴业银行' 5.00E+08 2.62 2.32E+07 4.86% 

'601186.SH' '中国铁建' 1.82E+08 1.59 7.23E+05 0.40% 

'601211.SH' '国泰君安' 1.08E+08 1.44 5.65E+06 5.51% 

'601229.SH' '上海银行' 3.48E+08 5.15 1.49E+07 4.49% 

'601288.SH' '农业银行' 1.20E+09 0.41 2.10E+07 1.78% 

'601318.SH' '中国平安' 7.82E+08 7.22 1.75E+07 2.29% 

'601319.SH' '中国人保' 5.58E+06 0.55 -6.70E+05 -10.72% 

'601328.SH' '交通银行' 6.04E+08 1.54 -1.76E+07 -2.83% 

'601336.SH' '新华保险' 2.30E+07 1.10 2.31E+05 1.01% 

'601390.SH' '中国中铁' 1.54E+08 0.83 2.57E+06 1.70% 

'601398.SH' '工商银行' 1.02E+09 0.38 1.62E+06 0.16% 

'601601.SH' '中国太保' 1.07E+08 1.70 1.60E+06 1.52% 

'601628.SH' '中国人寿' 4.77E+07 0.23 1.98E+06 4.34% 

'601668.SH' '中国建筑' 8.01E+08 1.95 4.53E+07 5.99% 

'601688.SH' '华泰证券' 9.14E+07 1.24 -1.38E+06 -1.49% 

'601766.SH' '中国中车' 2.53E+08 1.10 5.42E+05 0.22% 

'601800.SH' '中国交建' 4.66E+07 0.40 -7.02E+05 -1.49% 

'601818.SH' '光大银行' 7.93E+08 1.99 -1.67E+07 -2.06% 

'601857.SH' '中国石油' 1.84E+08 0.11 -1.48E+07 -7.45% 

'601888.SH' '中国国旅' 2.39E+08 12.22 6.83E+05 0.29% 

'601939.SH' '建设银行' 4.76E+08 4.96 2.40E+07 5.31% 

'601988.SH' '中国银行' 7.59E+08 0.36 3.31E+07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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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989.SH' '中国重工' 2.20E+08 1.20 -4.13E+06 -1.85% 

'603259.SH' '药明康德' 4.73E+07 4.70 6.09E+05 1.31% 

'603993.SH' '洛阳钼业' 1.94E+08 1.10 -9.24E+06 -4.55%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3.2 沪股通持股变化 

在过去一周，持股数增长最多的前三只成份股是中国建筑约 4.53 千万

股，中国银行约 3.31 千万股和建设银行约 2.40 千万股；另一方面，持

股数减少最多的前三只成份股是中国石化约 2.80 千万股，交通银行约

1.76 千万股和光大银行约 1.67 千万股。 在前 10 名最新沪股通持股数

中有 6 只是银行股。 

 

在持股比例变化方面，增长变化最大的是中国国航，较上周增长约

20.03%，最新持股占流通 A 股比例约 0.66%；另一方面，持股比例下

降最大的是中国人保约-10.72%，下降比例第二和第三大的成份股分别

是中信建投约-9.21%和中国石油约-7.45%。沪股通持股变化如图表 6

所示： 

 

 

图表 6沪股通持股变化：持股数变化(上)，持股比例变化(下)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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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航是过去一周持股比率增长最大的成份股，上周持股占流通 A

股约 0.55%，最新占比约 0.66%。如图表 7 所示，它的持股数和持股

比率在 9 月初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跌后保持较为稳定，它的持股比率连

续两周增长最大。 

 

中国人保是过去一周持股比率下降最大的成份股，上周持股占流通 A

股约 0.61%，最新占比约 0.55%。如图表 8 所示，它的持股数量和持

股比率从九月后期开始出现下降。 

 

图表 7沪股通持股比例增长最大成份股-中国国航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8沪股通持股比例下降最大成份股-中国人保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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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本报告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建模、解释与回测，由于市场具

有不确定性，所有结果仅在统计意义下有望获得良好投资效果，历史

数据不代表未来业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策略失效的风险。 

 

附录 

表格 5：上证 50成份股事件摘要 

代码 名

称 

事件大类 事件类型 发生日期 事件摘要 

600340.SH 华

夏

幸

福 

交易 股票回购 20191018 回购数量：400000 股； 

 

回购金额：5312000CNY 

601336.SH 新

华

保

险 

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互 联 网 投

票起始 

20191018 2019-10-18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互联

网投票时间：2019-10-18，交易系统

投票时间：2019-10-18，投票代码：

788336 

601336.SH 新

华

保

险 

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现 场 会 议

登记起始 

20191018 2019-10-18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股权

登记日：2019-09-17，现场会议登记

日期：2019-10-18，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

街甲 12 号新华保险大厦 21 层 

601336.SH 新

华

保

险 

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召开 

20191018 2019-10-18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内容如下： 

 

1.关于选举李全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2.关于选举高立智女士担任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关于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总裁

薪酬标准的议案 

4.关于修订《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议案 

600016.SH 民

生

银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1017 2019-10-17 大宗交易： 

 

成交价：6.22（CNY），成交金额：5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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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万（CNY），成交量：96 万股，买方营

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

公司，卖方营业部：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共青团路证券营业部 

600196.SH 复

星

医

药 

重大项目 重 大 项 目

正常进展 

20191017 复星医药(02196.HK) 公布,与苏州吴中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及苏州市

吴中金融控股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就参与投资设立新药创新基

金等达成合作意向.新药创新基金拟由

复星医药发起募集设立,首期募集资金

规模约 10 亿至 15 亿元人民币.根据框

架协议合作内容包括:新药创新基金与

其 GP 拟落地在吴中经开区;吴中经开

区(通过引导基金),吴中金控拟以有限

合伙人身份参与投资新药创新基金,合

计出资额不超过新药创新基金募资总

规模的 32%;新药创新基金投资到落户

于吴中经开区的项目公司的总金额不

低于人民币 3.2 亿元;吴中经开区同意

为复星医药或其关联方预留其生物医

药产业园内的 100 亩土地,具体区域与

价格将由双方进一步商议,同时吴中经

开区将为新药创新基金及其落地项目

提供各项优惠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场地,

人才引进,税收等. 

600519.SH 贵

州

茅

台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1017 2019-10-17 大宗交易： 

 

成交价：1170（CNY），成交金额：5382

万（CNY），成交量：4.6 万股，买方营

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田路荣超商

务中心证券营业部； 

 

成交价：1170（CNY），成交金额：8073

万（CNY），成交量：6.9 万股，买方营

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

华润城证券营业部 

601318.SH 中

国

平

安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1017 2019-10-17 大宗交易： 

 

成交价：87（CNY），成交金额：2262

万（CNY），成交量：26 万股，买方营

业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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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路证券营业部，卖方营业部：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东路证券

营业部 

600030.SH 中

信

证

券 

资产交易 股 权 收 购

进行中 

20191016 20191016：中信证券发布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 

20190723：第一次证监会反馈意见。 

20190709：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

交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材料进行

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

以受理。 

20190528：修订方案获得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0190305：本次交易方案为中信证券

拟向越秀金控及其全资子公司金控有

限发行股份购买剥离广州期货 99.03%

股份和金鹰基金 24.01%股权后的广州

证券 100%股权，并指定全资子公司中

信证券投资持有标的公司 0.10%股权。

其中，向越秀金控发行股份购买其持

有的标的公司 32.765%股权，向金控有

限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67.235%股权。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

易作价以广州证券（不包括广州期货

99.03%股份及金鹰基金 24.01%股权）

100%股权评估价值和拟剥离的广州期

货 99.03%股份和金鹰基金 24.01%股权

的剥离对价两部分之和为作价基础，

经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为 134.60 亿

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越秀金控及其全资

子公司金控有限合计持有中信证券股

份的比例将超过 5%，根据《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及《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越秀金控及其一致行动人金控有限为

上市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

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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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提

交并购重组委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方可实施。 

20190122：中信证券发布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20190118：越秀金控发布重大资产出

售预案修订案。 

20190110：本次交易方案为中信证券

拟向越秀金控及其全资子公司金控有

限发行股份购买剥离广州期货和金鹰

基金股权后的广州证券 100%股权，其

中，向越秀金控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

的广州证券 32.765%股权，向金控有限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广州证券

67.23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之前，广

州证券拟将其所持有的广州期货

99.03%股权以及金鹰基金 24.01%股权

剥离给越秀金控及/或其关联方。本次

交易以广州证券资产剥离为前提，若

广州证券资产剥离交易未获得监管机

构批准或核准，则本次交易将不予实

施。经预评估并经双方协商，本次交

易对价暂定不超过 134.60 亿元，该交

易对价包含广州证券拟剥离广州期货

99.03%股权、金鹰基金 24.01%股权所获

得的对价。 

本次重组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重组将广州证券全部股权注入中

信证券，成为中信证券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全资子公司，有助于广州证券借

助中信证券的资本优势、专业优势、

人才优势和风险管理优势快速做大做

强，显著提升广州证券服务广东省及

其周边地区地方实体经济的综合能力

水平，持续提高执业质量，避免同质

化竞争带来的资源低效利用问题。 

2018122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者“本公司” ） 正在筹

划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536,045.6852 拟发行股份收购广州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对方

为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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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600048.SH 保

利

地

产 

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通知 

20191016 2019-10-31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股权

登记日：2019-10-22，现场会议登记

日期：2019-10-24 至 2019-10-25，互

联网投票时间：2019-10-31，交易系

统投票时间：2019-10-31 

 

，审议内容如下： 

 

1.关于在保利财务有限公司办理相关

业务的议案 

2.关于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

议案 

3.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

案 

4.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600196.SH 复

星

医

药 

重大项目 签 署 合 作

意向书 

20191016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

“吴中经开区”)管理委员会及苏州市吴

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吴中金控”)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或“本协议”),就参

与投资设立新药创新基金等达成合作

意向(以下简称“本次合作”). 

600519.SH 贵

州

茅

台 

业绩披露 披 露 三 季

报 

20191016 2019 年三季报正式披露，营业总收入

635.09 亿元，同比去年 15.53%，净利

润为 304.55 亿元，同比去年 23.13%， 

 

基本 EPS 为 24.24 元，平均 ROE 为

25.58% 

600519.SH 贵

州

茅

台 

业绩披露 三 季 报 预

计 披 露 日

期 

20191016 2019 年三季报预计于 2019-10-16 披

露 

600519.SH 贵

州

茅

台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1016 2019-10-16 大宗交易： 

 

成交价：1174（CNY），成交金额：774.84

万（CNY），成交量：0.66 万股，买方

营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南油大

道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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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1170（CNY），成交金额：1801.8

万（CNY），成交量：1.54 万股，买方

营业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益田路荣超商务中心证券营业部，卖

方营业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华发北路营业部 

600585.SH 海

螺

水

泥 

对外投资 多 元 化 投

资-理财产

品 

20191016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结合日常资金计划安排以及存量资金

情况,为充分发挥存量资金效益,在综合

考虑安全性和收益率等因素后,于2019

年 10 月 16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建设银行”)全资子公司建信理

财有限责任公司(“建信理财公司”)签订

了购买委托理财产品协议,将 40 亿元

自有资金用于购买建信理财公司的“鹏

鑫”封闭式理财产品 ,理财期限为 273

天. 

601211.SH 国

泰

君

安 

公 司 资 料

变更 

股 东 减 持

股票 

20191016 2019-03-29 至 2019-10-16，大众交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持 2287.71 万股

公司股份。截止 2019-10-18，持有股

份数量为 4149.91 万股，占流通股份总

数比例为 0.47%。 

603993.SH 洛

阳

钼

业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1016 2019-10-16 大宗交易： 

 

成交价：3.6（CNY），成交金额：5400

万（CNY），成交量：1500 万股，买方

营业部：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建设路证券营业部，卖方营业部：

机构专用 

600036.SH 招

商

银

行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1015 2019-10-15 大宗交易： 

 

成交价：36.9（CNY），成交金额：514.02

万（CNY），成交量：13.93 万股，买

方营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南油

大道证券营业部 

600519.SH 贵

州

茅

台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1015 2019-10-15 大宗交易： 

 

成交价：1211（CNY），成交金额：302.75

万（CNY），成交量：0.25 万股，买方

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非营业场所)，卖方营业部：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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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裕华东路证券营

业部； 

 

成交价：1180（CNY），成交金额：8991.6

万（CNY），成交量：7.62 万股，买方

营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发北

路营业部； 

 

成交价：1180（CNY），成交金额：5994.4

万（CNY），成交量：5.08 万股，买方

营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田路荣超

商务中心证券营业部； 

 

成交价：1180（CNY），成交金额：365.8

万（CNY），成交量：0.31 万股，买方

营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南油大

道证券营业部 

601186.SH 中

国

铁

建 

重大项目 项目中标 20191015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项目:1,本公司下

属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组成

联合体中标许昌市忠武路区域开发建

设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143 亿元,项目合

作期10年.项目资本金为总投资的30%.

项目公司注册资金 2 亿元,许昌市建设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下属公司

的出资占比为 35%:65%.除项目资本金

以外的其他资金由项目公司作为融资

主体,通过银行贷款筹措.该项目的投标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批准.2,本公司下属中铁十六局

集团有限公司等组成联合体中标市郊

铁路(轨道交通延长线)跳磴至江津线 B

包 PPP 项目.项目总投资暂定为 32.28

亿元,建设工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运营期 28 年.项目资本金为总投资的

30.97%,约 10 亿元.其中,政府方出资 1

亿元,占比 10%;社会资本方出资 9 亿元,

占比 90%.项目公司注册资金 1 亿元,政

府 方 与 社 会 资 本 方 出 资 比 例 为

10%:90%.除上述项目资本金以外的其

他资金由项目公司作为融资主体,通过



                                                         

上证 50成份股事件周报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22 

 

银行贷款筹措. 

601318.SH 中

国

平

安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1015 2019-10-15 大宗交易： 

 

成交价：90.5（CNY），成交金额：474.22

万（CNY），成交量：5.24 万股，买方

营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南油大

道证券营业部 

601390.SH 中

国

中

铁 

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通知 

20191015 2019-10-30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股权

登记日：2019-10-09，现场会议登记

日期：2019-10-29，互联网投票时间：

2019-10-30，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19-10-30 

 

，审议内容如下： 

 

1.《关于选举陈云先生为中国中铁股份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2.《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 

601390.SH 中

国

中

铁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1015 2019-10-15 大宗交易： 

 

成交价：6.62（CNY），成交金额：3844.9

万（CNY），成交量：580.8 万股，买

方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资产管理部，卖方营业部：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西路证券营

业部 

600000.SH 浦

发

银

行 

红色预警 违 规 行 为

公告 

20191014 因未依法履行其他职责，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10-12 依

据相关法规给予:公开处罚处分决定 

600000.SH 浦

发

银

行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1014 2019-10-14 大宗交易： 

 

成交价：12.94（CNY），成交金额：

349.38 万（CNY），成交量：27 万股，

买方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非营业场所)，卖方营业部：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600036.SH 招

商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1014 2019-10-14 大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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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行 

成交价：37.5（CNY），成交金额：

1008.75 万（CNY），成交量：26.9 万

股，买方营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

业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

山南油大道证券营业部 

600340.SH 华

夏

幸

福 

经营事件 购 得 土 地

使用权 

20191014 近期公司下属公司在上述授权范围内,

在浙江省嘉善县,河北省文安县和昌黎

县获得 6 宗地块,合计面积 72,359.15

平方米,合计成交金额 23,515,834 元. 

600519.SH 贵

州

茅

台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1014 2019-10-14 大宗交易： 

 

成交价：1165.44（CNY），成交金额：

8985.54 万（CNY），成交量：7.71 万

股，买方营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

业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华发北路营业部； 

 

成交价：1165.44（CNY），成交金额：

5990.36 万（CNY），成交量：5.14 万

股，买方营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

业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

田路荣超商务中心证券营业部 

601066.SH 中

信

建

投 

公 司 资 料

变更 

股 东 减 持

股票 

20191014 2019-07-17 至 2019-10-14，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减持 4415.07 万股公司

股份，平均减持价格为 18.3282CNY。

截止 2019-10-16，持有股份数量为

3.83 亿股流通股份，占流通股份总数

比例为 18.02%。 

数据来源：Wind（注：这里保留了原始数据来源，事件可能会有变更，事件详细描述见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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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

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人研究成果，引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本报告依据公

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

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投资评级说明 

报告发布日后的6个月内,公司/行业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公司评级 

强烈推荐：预期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15%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5%～15％ 

中性：预期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变动在±5%以内 

回避：预期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跌幅5%以上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5％以上； 

同步大市：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5％之间波动； 

弱于大市：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以下。 

 

重要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

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

价或征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我公司和研究员无关。我公司及研究员与

所评价或推荐的证券不存在利害关系。  

我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

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复

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爱建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

用、删节和修改。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600号33楼（陆家嘴商务广场） 

电话：021-32229888  邮编：200122 

网站：www.ajz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