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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险升温，回到左侧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本周观点概述：市场存量规模预计小幅回落。在周五市场回调之后，

各项数据再次回到前一周的状态，综合市场长期估值分布维持在 2012

年低点的底部结构，维持左侧布局时点的判断。市场资金分布集中度

小幅回升，分板块来看，成长与周期板块成交占比上行，消费、金融

的成交占比下降，市场资金分布继续维持在偏分散状态。贸易问题向

科技禁运扩散后继续对成长行业形成扰动，关注后续修复契机，另外

医药生物与商业贸易在本周进入行业趋势较佳位臵。 

经济基本面：上周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下跌，收 117.12；

国内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收 97.51。移动平均短期无风险利率

上涨，收 2.56%。1 年期 AAA 企业债信用利差与 10 年期 AAA 企业债

信用利差同步上升。十大城市商品房移动平均成交面积增加；6 大发

电集团日均耗煤上涨。 

政策面跟踪：4 月经济读数普遍低于各类数据库所统计的“市场预

期”，但事实上经济数据公布后市场并未出现过度反应。一方面市场已

经有相对充分的数据弱化预期。另一方面，经济数据走弱后，逆周期

调节进行对冲的可能性增大，上周统计局与发改委也重复提及逆周期

政策。最为重要的是经济预期分歧的修复，4 月数据的转向有助于政

策层与投资者对于经济的预期重回一致，政策与经济的组合可能重回

“经济弱+流动性偏松”的状态。 

资本市场跟踪：上周 A 股市场整体下跌，上证综指、深证成指与创

业扳指分别下跌 1.94%、下跌 2.55%与下跌 3.59%。行业方面，食品饮

料、有色金属与农林牧渔位列涨幅前三，传媒、非银金融与电子位列

跌幅前三。 

国际财经及资本市场跟踪：上周全球市场表现分化：美股方面，

道指、纳指与标普 500 分别下跌 0.69%、下跌 1.27%与下跌 0.76%；欧

洲方面，富时 100、德国 DAX 与法国 CAC40 分别上涨 2.02%、上涨

1.49%与上涨 2.08%。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上周跌幅为 2.11%。 

未来一周展望：贸易问题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主要矛盾，市场预期

恶化的空间相对收敛，同时美方“工具箱”已经兑现较为充分而中国

内部环境较去年更优，预计贸易问题对于市场的冲击会弱于 2018 年。

国内方面随着 4 月经济数据的转向，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政策层与

投资者对于经济的预期重回一致，逆周期政策对冲内外部风险的可能

性增加。结构上，建议关注更享受流动性改善的成长行业，成长类个

股有望重新恢复向上修复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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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 

外部风险的扰动下，市场股价波动较大，但成交额变动更为平稳，两市日均成

交额连续下滑至 5000 亿附近，市场存量规模预计小幅回落。在周五市场回调之后，

各项数据再次回到前一周的状态，沪深 300 成份股新高新低比周中小幅上升后再度

回到超跌区间，代表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FIX 小幅下滑后同样回到数次贸易风波导

致的峰值附近。综合市场长期估值分布维持在 2012 年低点的底部结构，维持左侧布

局时点的判断。 

市场资金分布集中度小幅回升，分板块来看，成长与周期板块成交占比上行，

消费、金融的成交占比下降，市场资金分布继续维持在偏分散状态。贸易问题向科

技禁运扩散后继续对成长行业形成扰动，关注后续修复契机，另外医药生物与商业

贸易在本周进入行业趋势较佳位臵。 

贸易风波回到 2018 年的节奏，从贸易分歧逐渐扩散至技术禁运，美方行政手

段对于产业链的干扰加剧，进一步使得市场避险情绪升温。虽然贸易问题的后续变

化不确定性较大，但在市场角度，我们反而更为乐观，首先当投资者对于本次贸易

谈判分歧的预期，从谈判技术性的增加筹码变为贸易问题的实质性分歧，再上升至

修昔底德陷阱或者意识形态问题之后，预期进一步恶化的空间已经较小。其次，美

方现有的“工具箱”中，关税以及行业禁令已经基本实施完毕，后续加码可能需要

更长时间的谋划。最后，相比于 2018 年的“内忧外患”组合，今年虽然 4 月经济读

数较弱，但政策对冲意愿更强，对市场整体的压制会相对缓和。结构上，贸易战的

不确定性中最为确定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会加快，中美贸易谈判所影响的只是

对全球的一致开放或者是对非美国家的开放，对于垄断性行业冲击较大，而具备全

球竞争力的公司将有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建议关注北上资金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

动来辅助判断贸易问题对于股市的影响。 

4 月经济读数普遍低于各类数据库所统计的“市场预期”，但事实上经济数据公

布后市场并未出现过度反应。一方面如我们日报中所追踪的日发电耗煤等高频数据

在 4 月下旬开始已经持续负增长，汽车 4 月的行业数据也提前为消费走低预警，市

场已经有相对充分的数据弱化预期。另一方面，经济数据走弱后，逆周期调节进行

对冲的可能性增大，上周统计局与发改委也重复提及逆周期政策。最为重要的是经

济预期分歧的修复，4 月中旬之后，股市调整的内因在于政策层与投资者对于经济

的预期出现分歧，政策层相对更为乐观而投资者较为谨慎，4 月数据的转向有助于

政策层与投资者对于经济的预期重回一致，政策与经济的组合可能重回“经济弱+

流动性偏松”的状态。 

贸易问题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主要矛盾，市场预期从谈判技术性的增加筹码变

为贸易问题的实质性分歧，再上升至修昔底德陷阱或者意识形态问题之后，预期恶

化的空间相对收敛，同时美方“工具箱”已经兑现较为充分而中国内部环境较去年

更优，预计贸易问题对于市场的冲击会弱于 2018 年。国内方面随着 4 月经济数据的

转向，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政策层与投资者对于经济的预期重回一致，逆周期政

策对冲内外部风险的可能性增加。结构上，建议关注更享受流动性改善的成长行业，

成长类个股有望重新恢复向上修复的进程。 
 



                                                                   策略点评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3 / 10 

1. 国内经济基本面 

上周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下跌，收 117.12；国内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

收 97.51。移动平均短期无风险利率上涨，收 2.56%。1 年期 AAA 企业债信用利差与 10

年期 AAA 企业债信用利差同步上升。十大城市商品房移动平均成交面积增加；6 大发

电集团日均耗煤上涨。 

图 1：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图 2：国内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3：移动平均短期无风险利率  图 4：AAA 企业债信用利差跟踪（%）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5：十大城市商品房移动平均成交面积（万平米）  图 6：6 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万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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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面动向 

4 月经济读数普遍低于各类数据库所统计的“市场预期”，但事实上经济数据公

布后市场并未出现过度反应。一方面如我们日报中所追踪的日发电耗煤等高频数据

在 4 月下旬开始已经持续负增长，汽车 4 月的行业数据也提前为消费走低预警，市

场已经有相对充分的数据弱化预期。另一方面，经济数据走弱后，逆周期调节进行

对冲的可能性增大，上周统计局与发改委也重复提及逆周期政策。最为重要的是经

济预期分歧的修复，4 月中旬之后，股市调整的内因在于政策层与投资者对于经济

的预期出现分歧，政策层相对更为乐观而投资者较为谨慎，4 月数据的转向有助于

政策层与投资者对于经济的预期重回一致，政策与经济的组合可能重回“经济弱+

流动性偏松”的状态。 

表 1：上周政策面动向跟踪 

概览 

中共中

央及国

务院 

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 5 月 16 日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

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

育变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

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前沿问题，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条件下教育发展创新的思路和举措，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扩大共享，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到 2025 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

展。乡村 4G 深化普及、5G 创新应用，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初步建成一批兼具创业孵化、技术创新、技

能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中心，培育形成一批叫得响、质量优、特色显的农村电商产品品牌，

基本形成乡村智慧物流配送体系。乡村网络文化繁荣发展，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日趋完善。 

中央部

委及地

方政府 

重庆拿出总投资超 3700 亿元 36 项重点基础设施招商。2019 年重庆市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对接座谈会 16 日在重

庆举行。重庆“端出”总投资超 3700 亿元的 36 道重点基础设施“大菜”。约两个小时的招商推介中，重庆市各

相关部门围绕铁路、公路、城市轨道、“清水绿岸”治理等作了推介，部分央企，以及各省市国企、民企等参加

对接。 

5 月 17 日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 2019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继续推动大规模减税和降费，加

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其中，在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方面，提

到要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扩大直接融资，实施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适时启动股权融资支持工具。 

媒体及

其他 

5 月 16 日经参头版评论：多重因素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动力。首先，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 15 日

公布的最新数据，4 月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其次，从外汇市场供

求关系来看，今年以来银行结售汇逆差已经明显收窄。再次，货币当局有基础也有能力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避免短期内汇率超调，在必要时刻，货币当局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对市场进行调控也

是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题中之义。 

5 月 17 日证券日报头版评论：“流量 A 股”请为“最强股东粉丝团”护航。“流量A 股”也应该进一步呵护中小

投资者——正如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所言，“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保护投资者，是各类市场主体义不容辞

的责任”。就投资者保护工作的格局而言，监管部门最适合的定位是资本市场保护框架的制定者。保护投资者当

然不仅是监管部门的责任，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乃至投资者都需要投身其中。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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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本市场信息跟踪 

上周A股市场整体下跌，上证综指、深证成指与创业扳指分别下跌1.94%、下跌2.55%

与下跌 3.59%。行业方面，食品饮料、有色金属与农林牧渔位列涨幅前三，传媒、

非银金融与电子位列跌幅前三。主题方面，生物育种指数、稀土永磁指数与智慧农

业指数位列涨幅前三；无线充电指数、冷链物流指数与 ST 概念指数位列跌幅前三。 

表 2：A 股重要指数跟踪 

名称 最新收盘价 近一周涨跌幅 近一月涨跌幅 今年以来涨跌幅 

上证综指 2,882 -1.94% -11.67% 15.57% 

深证成指 9,000 -2.55% -12.99% 24.32% 

沪深 300 3,649 -2.19% -10.73% 21.19% 

中小板指 5,546 -3.42% -15.11% 17.93% 

创业板指 1,479 -3.59% -13.90% 18.25% 

万得全 A 3,911 -2.14% -12.63% 20.53%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表 3：A 股市场风格跟踪 

指数名称 收盘价 近一周涨跌幅 近一月涨跌幅 今年以来的涨跌幅 

大盘指数 3,069 -2.07% -10.23% 21.71% 

中盘指数 3,246 -2.65% -13.57% 20.67% 

小盘指数 3,622 -2.43% -15.29% 19.23% 

高市盈率指数 764 -2.47% -12.48% 23.82% 

中市盈率指数 2,461 -1.97% -11.41% 23.40% 

低市盈率指数 7,008 -1.81% -10.50% 19.87% 

高市净率指数 1,234 -1.00% -7.25% 29.89% 

中市净率指数 3,230 -2.46% -11.67% 25.06% 

低市净率指数 6,020 -2.25% -12.75% 13.92%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表 4：行业和主题板块表现跟踪 

表现排名 行业名称 收盘价 
近一周

涨跌幅 
主题名称 收盘价 

近一周

涨跌幅 

涨
幅
前
五 

食品饮料 13,499 2.29% 生物育种指数 2,093 10.00% 

有色金属 2,719 0.27% 稀土永磁指数 2,606 6.74% 

农林牧渔 3,411 0.05% 智慧农业指数 2,489 3.43% 

家用电器 6,759 -0.95% 长江经济带指数 1,470 3.28% 

建筑材料 5,239 -0.95% 禽流感指数 766 2.10% 

跌
幅
前
五 

计算机 4,028 -3.81% 垃圾发电指数 1,358 -5.01% 

汽车 3,808 -4.10% 移动支付指数 2,520 -5.05% 

传媒 609 -4.27% 无线充电指数 936 -5.28% 

非银金融 1,897 -4.41% 冷链物流指数 2,045 -5.29% 

电子 2,420 -5.20% ST概念指数 1,448 -5.64%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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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融资买入额增加，前四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额 385.58 亿元；融资买入额占 A 股

成交额比值上升，收 8.05%；我们估算的博弈存量指标降至 0.37 附近；近 5 个交易

日全部 A 股平均换手率上升，收 1.06%；创业板与上证 A 股 PB 之比下跌，创业板

与上证 A 股 PE 之比下跌。 

图 7： A 股融资买入额跟踪（亿元，截止本周四） 
 

 图 8：融资买入额/A 股交易额（截止本周四）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9：A 股成交额/保证金余额 
 

 图 10：最近 5个交易日全部 A股平均换手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11：创业板与上证 A 股 PB 之比 
 

 图 12：创业板与上证 A 股 PE 之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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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财经及资本市场跟踪 

上周全球市场表现分化：美股方面，道指、纳指与标普 500 分别下跌 0.69%、下跌 1.27%

与下跌 0.76%；欧洲方面，富时 100、德国 DAX 与法国 CAC40 分别上涨 2.02%、上涨

1.49%与上涨 2.08%。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上周跌幅为 2.11%。上周美元指数上涨，收

98.03；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收 2.39%。  

表 5：海外市场重要指数跟踪 

指数名称 收盘价 近一周涨跌幅 近一月涨跌幅 今年以来的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25,863 -0.31% -2.22% 10.87% 

纳斯达克指数 7,898 -0.24% -1.23% 19.03% 

标普 500 2,876 -0.18% -0.83% 14.74% 

富时 100 7,354 2.09% -1.58% 9.30% 

德国 DAX 12,310 2.08% 1.29% 16.59% 

法国 CAC40 5,448 2.27% -2.07% 15.17% 

日经 225 21,250 -0.44% -4.61% 6.17% 

韩国综合指数 2,056 -2.48% -8.46% 0.72% 

恒生指数 27,946 -2.11% -7.23% 8.13% 

恒生国企指数 10,689 -2.22% -9.79% 5.57%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13：美国国债收益率：10 年（%）  图 14：美元指数走势跟踪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15：美国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数据滞后一周）  图 16：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跟踪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策略点评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8 / 10 

5. 未来一周展望 

贸易问题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主要矛盾，市场预期恶化的空间相对收敛，同时

美方“工具箱”已经兑现较为充分而中国内部环境较去年更优，预计贸易问题对于

市场的冲击会弱于 2018 年。国内方面随着 4 月经济数据的转向，内外部环境的变

化使得政策层与投资者对于经济的预期重回一致，逆周期政策对冲内外部风险的可

能性增加。结构上，建议关注更享受流动性改善的成长行业，成长类个股有望重新

恢复向上修复的进程。 

表 6：未来一周重要经济数据一览 

数据公布时间 国家 /地区 名称 预测值 上期值 

2019/5/20 日本 日本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初值 -0.2% 1.9% 

2019/5/21 美国 美国 4 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万户) 534 521 

2019/5/22 

美国 美国 5 月 17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万桶) 
 

543.1 

英国 英国 4 月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 1.9% 1.8% 

英国 英国 4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 2.2% 1.9% 

2019/5/23 

中国 中国香港 4 月综合 CPI 年率  2.3%  2.1% 

德国 德国 5 月制造业 PMI 初值 44.8 44.4 

欧洲 欧元区 5 月制造业 PMI 初值 48.2 47.9 

2019/5/24 
美国 美国 4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初值 -2% 2.6% 

日本 日本 4 月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 0.9% 0.5%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表 7：近期重要财经事件一览 

日期 地点 事件 

2019/5/21 
美国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亚特兰大联储金融市场会议上发表讲话 

澳大利亚 澳储行行长洛威在一场企业会议活动中发表讲话 

2019/5/22 欧洲 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发表讲话 

2019/5/23 

美国 美联储公布 4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欧洲 欧洲议会换届选举：5 月 23-26 日各国举行投票 

欧洲 欧央行公布 4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2019/5/24 中国 富时罗素纳 A 第一阶段第一步的加入名单将在 5 月 24 日确认、6 月 24 日正式生效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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