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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策略】 
◆本周大势研判 

综合来看，在中美贸易谈判升级、美元指数攀升、港元汇率走弱、

原油价格波动等综合影响下，恒指缩量下跌。本周面临中美贸易摩擦、

欧洲议会选举、美联储公布会议纪要和欧佩克会议等因素影响，预计本

周波动范围 27800-29200 点区间。 

◆国际重点事件 

1.美国 4 月零售销售环比降 0.2%，低于预期和前值。美国 4 月进口价

格指数环比上升 0.2%，低于预期和前值。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在此紧急

状态下，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

设备。 

3. 加拿大 4 月 CPI 环比升 0.4%，低于预期和前值；同比升 2%，持平

预期升高于前值。 

4.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 6 月 1 日 0 时起，对已实施加征关

税的 600 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 

5. 香港金管局称，4月份外汇基金的境外资产减少105亿港元，至35928

亿港元；货币基础为 16300 亿港元。 

6. 日本财政大臣麻生太郎称，10 月上调消费税的立场不变；当前并不

考虑额外的财政支出。 

7. 波兰央行维持利率在 1.5%不变；印尼央行维持 7 天逆回购利率在

6%不变。 

8. 日本政府称，日本将于 5 月 21 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展开新一轮贸易谈

判。 

9.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美国不会在贸易谈判期间加征汽车进

口关税。 

10. 英国首相办公室称，将在 6 月 3 日当周就脱欧法案进行投票。 

11. 欧佩克将在沙特吉达召开会议，会议主导内容将是伊朗危机，而伊

朗将缺席这场会议。欧佩克所有成员将在本周会晤。 

12. 欧佩克消息人士表示，欧佩克据悉将在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

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增加产油量 1030 万桶以上来应对制裁。 

◆市场变数 

1、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欧洲议会选举。3、美联储 5 月会议纪要公

布。4、欧佩克在沙特吉达召开会议。 

◆操作建议： 

当前恒指缩量下跌，市场情绪较弱，周线形成长上影线，预计本周

波动范围 27800-29200 点区间，交易性板块选择电力、食品、TMT、饲

料和机械。 

【个股跟踪】 

01816.hk  中广核电力       01157.hk 中联重科 

00981.hk  中芯国际         02319.hk  蒙牛乳业 

02342.hk  京信通信         00043.hk  卜峰国际

港股投资策略          风险评级：中高风险            2019年 5月 20 日      星期一 

港股相关市场近一周走势 

指数名称 周收盘(点) 涨跌幅 

恒生指数 27946.46  -2.11% 

国企指数 10688.75  -2.22% 

中资企业指数 4345.47  -1.89% 

道琼斯 25764.00  -0.69% 

S&P500 2859.53  -0.76% 

NASDAQ 7816.29  -1.27% 

日经 225 21250.09  -0.44% 

上证指数 2882.30  -1.94% 

沪深 300 3648.76  -2.19% 

创业板指 1478.75  -3.59% 

台湾加权 10384.11  -3.07% 

美原油连 62.87  1.96% 

美元指数 98.0264  0.71% 

离岸人民币 6.9486  -1.51% 

伦敦金 1277.10  -0.66% 

LME 铜 6057.00  -1.13%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资讯 

 

恒生指数周 K线图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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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周策略 

◆上周港股走势回顾 

1）上周市场持续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方宣布自 6 月 1 日 0 时起，对已实施

加征关税的 600 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外交部也回应特朗

普签署总统令禁止华为与美国企业交易的行为称，滥用国家力量，不光彩也不公正。针

对外媒报道美国财长努钦称将于近期来华磋商消息，中国商务部表示不掌握美方来华计

划。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但双方磋商的机制没有断，总的来说贸易摩擦对市场情绪

影响较大。 

2）美国 4 月进口价格指数环比上升 0.2%，低于预期和前值；同比降 0.2%，低于预

期但高于前值。美国 4 月零售销售环比降 0.2%，低于预期和前值。美国 4 月新屋开工

123.5 万户，高于预期和前值。从 4 月份的数据来看，美国对华征收关税并未在进口价

格指数上有所体现，但近期沃尔玛称关税将导致商品涨价。国际贸易形势的恶化、地缘

政治影响下美元指数直线攀升，这对港元和人民币均形成了较大压力。 

3）中国央行上周发布消息称，在香港成功发行两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其中 3 个月期

和 1 年期央行票据各 100 亿元，中标利率分别为 3.00%和 3.10%。央票护航离岸市场利

率，造成离岸人民币汇率走势短暂波动，但仍不改走弱趋势。目前市场仍维持较弱的人

民币汇率预期，但破 7 概率不大，而港元汇率也持续走弱至弱方兑换保证附近，资金流

出压力较大，资金面对市场形成制约。 

4）上周原油市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较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升级。美

国已经下令从伊拉克撤出所有“非紧急”工作人员；伊朗也不甘示弱，伊朗国防部长哈

塔米当天宣称伊朗将击败美国与以色列的联盟，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对原油市场造

成较大影响。上周末全球联盟的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其他石油生产商在吉达举行会议，

考虑他们是否需要在今年下半年继续保持供应紧张，这将对原油市场造成较大影响。 

在中美贸易谈判升级、美元指数攀升、港元汇率走弱、原油价格波动等综合影响下，

恒指缩量下跌，市场情绪较弱。 

图 1：近期恒生指数日线走势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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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大势研判 

本周恒生指数面临多项延续因素影响： 

1）中美贸易将持续对市场造成影响。当前中美仍保持贸易沟通，但加征关税事宜已

定，对市场造成的冲击逐步消化，但情绪改善的迹象尚未显现。近期美国有望派遣代表

团赴华，美国临时加征关税可能是谈判策略的一部分，特朗普达成协议的动机仍较为强

烈。此外，本周特朗普将访日，届时美日双方将就东北亚局势、美日贸易谈判等问题进

行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称将推迟欧盟和日本汽车关税至少 180 天，这在短期内

仍将加大中国与之谈判的压力。 

2）本周将进行 5 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具体时间为 5 月 23 日至 26 日。近日，

法国一项关于欧洲议会选举的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将在法国拿下最多席

位，略领先于马克龙总统所属的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而英国也上演了相似的一幕，疑

欧派代表人物法拉奇领导的英国脱欧党支持率为 34%，占据榜首。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

在欧盟国家已非“黑天鹅”事件，在西班牙、芬兰等国家极右翼势力也有所抬头。据外

媒，近期意大利联盟党联合几个欧洲右翼政党在米兰结盟，成立“欧洲人和国家联盟”，

给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再添变数。此外，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也给席位分配造成难题。这

将本周国际金融局势造成一定影响。 

3）美联储将公布 5 月会议纪要，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再次表态希望美联储降

息，但从数位美联储官员的公开讲话看，FOMC 内部依然倾向于耐心等待并观察数据变

化。美联储罗森格伦称更低的利率来处理贸易局势，没有必要这么做；9 月是美联储预

计结束缩表的时间，但这可能由于新的信息而发生改变。此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出

席第 24 届亚特兰大联储年度金融市场会议，发表题为“美国金融系统风险评估”的演

讲。 

当前恒指缩量下跌，市场情绪较弱，周线形成长上影线，预计本周波动范围 27800-

29200 点区间，交易性板块选择电力、食品、TMT、饲料和机械。 

图 2：恒生指数周 K线走势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资讯 

◆沪港通资金分析 

（1）上周两地资金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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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上周沪港通北向属于净流出 129.28 亿、深股通北向部分属于净流出 60.73 亿、

沪股通南向港股通为净流入 60.73 亿、深股通南向港股通部分为净流入 32.05 亿。其中

北向沪股通部分：周二流出 71.62 亿、周三流入 3.40 亿、周四流出 25.96 亿、周五流出

35.10 亿。南向港股通部分：周二流入 18.11 亿、周三流入 14.82 亿、周四流入 21.3 亿、

周五流入 6.5 亿。深股通部分北向部分流出 60.73 亿。其中周二流出 37.37 亿、周三流入

5.67 亿、周四流出 8.01 亿、周五流出 21.01 亿。港股通南向部分为净流入 32.05 亿。其

中周二流入 14.81 亿、周三流入 7.52 亿、周四流入 5.83 亿、周五流入 3.90 亿。 

（2）板块个股部分： 

就近 7 天以来从两地的前 10 大活跃股来看，1）北向净流入计算机、银行、农业。

北向净流出白酒、保险、医药、家电、食品、机场、地产、电子。2）南向净流入银行、

计算机、保险、特殊金融、水泥、医药。南向净流出地产、农业、电子、零售、汽车。

农业、计算机、特殊金融、水泥等板块为连续净流入。 

◆个股点评 

◆操作建议 

 重要事件 

01816.hk  

中广核电力        

4 月份经济数据转弱，使得市场风险偏好进一步减弱。核电属于传统的防守

性行业，且用电需求相对稳定，反而在波动的市场中凸显投投资价值。经济

下行压力下，进一步加快财政投资稳定基建，也有利于核电基建为经济稳定

提供机会。 

01157.hk 

中联重科           

2019 年第一季度公告显示，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2,111,619.87 元，同比增长 165.98%。公司将于一年内采用集中竞价方

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即不低于 1.95亿股(占总股份 2%)且不超过 3.90亿股(占

总股份 5%)，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29.79 亿元。公司已于 5 月 17 日首

次回购股份数量为 2214.39 万股，占公司截至 5 月 10 日总股本的 0.28%。 

00981.hk 

中芯国际          

上周华为海思备胎一夜转“正”刷屏了朋友圈。这让国产芯片股为之沸腾。

公司为中国本土最大的半导体制造企业，将充分受益于进口替代。当前公司

预计 2Q19 的增长将部分由 55/65nm 制程节点拉动，包括 CMOS 图像传感

器、RF 等应用；公司已于一季度完成了上海先进晶圆厂的建设， 设备在陆

续进厂，背靠强大的国内半导体需求，公司成长前景较大。 

02319.hk 

蒙牛乳业 

公司于 4 月 29 日宣布，由中粮集团副总裁兼华润啤酒董事长陈朗接任蒙牛

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2018 年蒙牛乳业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30.43 亿元，

同比增长 48.6%，其中奶粉业务增长 48.9%。近期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乳制品板块有一定防御性。 

02342.hk 

京信通信                  

公司为流动营运商和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增强网络效率，扩大网

络覆盖范围。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尤其是美国再次打压华为，引发

一轮国产进口替代的市场期望。而且，受益于经济下行与贸易战，通信尤其

是 5G 板块的加快投资也有望使得公司业绩改善。 

00043.hk 

卜峰国际 

公司为一间投资控股公司，于中国公司被称为「正大」，是领先及著名的饲

料研发商及供货商。集团第一季度未经审核收入约为 15.67亿美元，同比上

升 9.4%；归属予公司股东溢利约为 4165.6万美元，而去年同期净亏损约为

250.7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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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面临中美贸易摩擦、欧洲议会选举、美联储公布会议纪要和欧佩克会议等因素

影响。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但近期美方代表团有望访华就贸易问题进一步磋

商，而特朗普访日势必要谈到美日贸易，这将对中美贸易谈判产生间接影响。而欧洲议

会将举行 5年一次的选举，极右翼势力的抬头将对选举产生不利影响，在欧洲遭遇内部

失衡和认同危机的背景下，此次选举成为观察欧盟未来“航向”的风向标，对金融市场

也会有较大的影响。当前恒指缩量下跌，市场情绪较弱，周线形成长上影线，预计本周

波动范围 27800-29200 点区间，交易性板块选择电力、食品、TMT、饲料和机械。 

2.重要数据统计 

图 3:NYMEX原油 图 4：美元指数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资讯  

 

图 5:美元兑港元汇率 图 6：1个月美元 LIBOR和港元 HIBOR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资讯  

 

图 7：欧元区调和 CPI 图 8：美国零售数据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资讯  

 

图 9：沪港股成交净买入 图 10：深港股成交净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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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资讯               

 

图 11：陆股通资金 图 12：港股通资金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资讯           

 

图 13：北向资金前 10大活跃股 图 14：南向资金前 10大活跃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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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宏观策略研究团队： 
 

符传岿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512110001 

电话：0769-22119463 

邮箱：fck@dgzq.com.cn 

 

杨博光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517110001 

电话：0769-22227940 

邮箱：ybg@dgzq.com.cn 

 

研究助理：陈宏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118070048 

电话：0769-22118627 

邮箱：chenhong@dgzq.com.cn 

 

 

费小平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518010002 

电话：0769-22111089 

邮箱：fxp@dgzq.com.cn 

 

岳佳杰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116110042 

电话：0769-23320059 

邮箱：yuejiajie@dgzq.com.cn 

 

研究助理：陈曦阳 

SAC 执业证书编号是 S0340118120002 

电话：0769-23320059 

邮箱：chenxiyang@dgz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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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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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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在所

知情的范围内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不受本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利益相关者的干涉和影响。本人保证与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无任何利害关系，没有

利用发布本报告为自身及其利益相关者谋取不当利益，或者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前泄露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点。 

声明： 

东莞证券为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所载资料及观点均为合规合法来源且被本公司认为可靠，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

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

值及投资收入可跌可升。本公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亦可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

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本公司其他业务部门或单位所给出的意见不同或者相反。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需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据此报告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

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本公司及其所属关

联机构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

投资银行、经纪、资产管理等服务。本报告版权归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内容提供方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如引用、刊发，需注明本报告的机构来源、作者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

的风险，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本证券研究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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