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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事件(20190909-201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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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类和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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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件，其次是股东大会 7 件。从事件类别 II 中得知交易主

要是大宗交易，其中贵州茅台有三个交易日发生了大宗交

易，20190910 成交价 1125 元（1125 元）、成交金额 990 万

元（5996.25 万元），20190911 成交价 1066 元、成交金额

2995.46 万元，20190912 成交价 1099 元、成交金额 439.6

万元。 

 

主力资金： 

❑在过去一周，主力净流入额为正的成份股有 21 只，净流

入额为负的成份股的成份股有 29 只。主力净流入额前三名

的是海通证券约 7.76 亿元、保利地产约 4.49 亿元、中国平

安约 3.68亿元；后三名的是招商银行约-16.1 亿元、贵州茅

台约-12.4 亿元、工业富联约-5.50 亿元。主力净流入额占

成交额最大的成份股是中国国航约 9.30%。主力净流入率与

回报的相关性系数约 0.5418。开盘主力净流入额与主力净流

入率的相关性系数约 0.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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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亿股，工商银行约 10.2亿股和

招商银行约 9.39 亿股；持股占流通 A 股比例最大的三只成

份股是中国国旅约 12.62%，海螺水泥约 12.51%和海尔智家

约 12.34%。中国神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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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最新占比约 0.48%，它

的持股数和持股比率从 9月开始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中

信建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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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最新占比约 0.88%，它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

率近一个月来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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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16-20190920 可能发生的大类事件： 

股东大会：药明康德、伊利股份、中国国旅、

华夏幸福 

分红：中国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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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类：交易,公司资料变

更,分红,对外投资,经营事件,股东大会,股权质押,重大项目。 

 

事件类型（事件类别 II）有 14类：关联交易,分红时间安排,多元化投

资-理财产品,大宗交易,对外担保,签署合作意向书,签订重大合同,管

理层及相关人士增持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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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质押,购得土地使用权,重大项目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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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件，其次是股东大会 7件。 从事件类别 II 中得知交易主要

是大宗交易，其中贵州茅台有三个交易日发生了大宗交易，20190910

成交价 1125元（1125元）、成交金额 990万元（5996.25万元），20190911

成交价 1066 元、成交金额 2995.46 万元，20190912 成交价 1099 元、

成交金额 439.6万元，其他详细的信息见附录。 

 

 

表格 1：事件类别汇总与发生频率 

事件大类 事件类型 

'交易' 24 

'公司资料变更' 1 

'分红' 1 

'对外投资' 1 

'经营事件' 3 

'股东大会' 7 

'股权质押' 1 

'重大项目' 3 

'关联交易' 1 

'分红时间安排' 1 

'多元化投资-理财产品' 1 

'大宗交易' 24 

'对外担保' 1 

'签署合作意向书' 1 

'签订重大合同' 1 

'管理层及相关人士增持股票' 1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3 

'股东大会召开' 3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1 

'股权质押' 1 

'购得土地使用权' 1 

'重大项目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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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回报较为明显的事件有中国平安的大宗交易，中国

平安当日的涨幅约 3.10%，根据 Wind 的事件摘要显示：“2019-09-12

大宗交易：成交价：92.34（CNY），成交金额：738.72 万（CNY），成交

量：8万股，买方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卖方营

业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交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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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交易

的回报略微大于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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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只，主力净流入额为负

的成份股的成份股有 29只。主力净流入额前三名的是海通证券约 7.76

亿元、保利地产约 4.49 亿元、中国平安约 3.68 亿元；后三名的是招

商银行约-16.1 亿元、贵州茅台约-12.4亿元、工业富联约-5.50亿元。

开盘主力净流入额为正的成份股有 15只，尾盘主力净流入额为正的则

有 27只。 

 

中国国航的主力净流入额占成交额的 9.30%，在四个交易日里有 3天是

净流入状态，主力净流入率第二第三的成份股分别是保利地产约 8.77%

和海通证券约 7.35%。主力净流入率为正值的成份股还有其他 18 只成

份股，其中只有 2只成份股的数值大于 5%； 另一方面主力净流入率超

过-10%的有 6 只成份股，前三的是招商银行约-17.79%、上汽集团约

16.67%、复星医药约-14.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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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主力 1天净流入，它的周回报约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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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E+09 3.96E+07 2.35% 1.48E+07 7.67E+06 3 1 

'600016.SH' '民生银行' 1.48% 1.45E+09 -7.31E+06 -0.50% -4.14E+06 1.50E+07 3 1 

'600019.SH' '宝钢股份' 3.14% 7.28E+08 2.27E+07 3.12% 3.12E+07 -2.88E+06 3 1 

'600028.SH' '中国石化' 1.17% 1.73E+09 7.10E+07 4.11% 3.54E+07 -6.22E+06 3 1 

'600029.SH' '南方航空' 0.58% 1.02E+09 4.10E+06 0.40% 3.76E+07 -1.20E+07 2 2 

'600030.SH' '中信证券' 2.32% 1.70E+10 1.54E+08 0.90% -2.79E+08 1.09E+08 2 2 

'600031.SH' '三一重工' 0.00% 4.13E+09 -1.46E+08 -3.53% -1.05E+08 -3.01E+07 2 2 

'600036.SH' '招商银行' -1.67% 9.04E+09 -1.61E+09 -17.79% -9.94E+08 -1.12E+08 0 4 

'600048.SH' '保利地产' 6.32% 5.12E+09 4.49E+08 8.77% 4.38E+08 4.75E+07 2 2 

'600050.SH' '中国联通' 3.88% 9.23E+09 3.45E+08 3.73% -2.85E+07 1.80E+08 2 2 

'600104.SH' '上汽集团' -3.08% 2.51E+09 -4.19E+08 -16.67% -3.82E+08 -3.00E+07 0 4 

'600196.SH' '复星医药' -4.36% 2.56E+09 -3.80E+08 -14.82% -2.95E+08 -7.41E+07 0 4 

'600276.SH' '恒瑞医药' -1.88% 5.82E+09 -3.69E+08 -6.34% -3.63E+08 -4.46E+07 0 4 

'600309.SH' '万华化学' 0.41% 2.70E+09 -1.95E+08 -7.23% -1.36E+08 -2.09E+07 1 3 

'600340.SH' '华夏幸福' 2.70% 1.24E+09 -1.52E+07 -1.22% -5.89E+05 8.79E+06 2 2 

'600519.SH' '贵州茅台' -3.81% 1.97E+10 -1.24E+09 -6.30% -1.11E+09 -2.82E+08 1 3 

'600585.SH' '海螺水泥' -1.71% 3.32E+09 -2.41E+08 -7.27% -2.16E+08 -4.62E+07 2 2 

'600690.SH' '海尔智家' -0.50% 2.07E+09 -1.83E+08 -8.84% -1.32E+08 -4.13E+07 1 3 

'600703.SH' '三安光电' 14.75% 9.45E+09 8.16E+07 0.86% 1.19E+08 3.40E+07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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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37.SH' '海通证券' 9.46% 1.06E+10 7.76E+08 7.35% 3.47E+08 1.14E+08 2 2 

'600887.SH' '伊利股份' 2.13% 8.34E+09 -1.00E+08 -1.20% -7.96E+07 2.25E+07 3 1 

'601066.SH' '中信建投' 9.31% 9.73E+09 -1.75E+08 -1.80% -3.02E+08 3.46E+07 2 2 

'601088.SH' '中国神华' -0.15% 8.22E+08 -4.39E+07 -5.34% -2.58E+07 1.13E+06 1 3 

'601111.SH' '中国国航' 3.58% 1.60E+09 1.49E+08 9.30% 9.32E+07 3.90E+07 3 1 

'601138.SH' '工业富联' 0.00% 4.54E+09 -5.50E+08 -12.11% -3.78E+08 -5.48E+07 0 4 

'601166.SH' '兴业银行' -0.45% 5.21E+09 -4.44E+08 -8.52% -3.01E+08 -4.60E+07 2 2 

'601186.SH' '中国铁建' 2.01% 2.55E+09 9.65E+07 3.78% -2.61E+07 4.66E+07 1 3 

'601211.SH' '国泰君安' 2.44E-02 3.95E+09 -1.13E+08 -2.85% -6.63E+07 -3.22E+07 2 2 

'601229.SH' '上海银行' 1.52% 1.10E+09 2.55E+06 0.23% 4.04E+06 2.39E+07 2 2 

'601288.SH' '农业银行' 1.15% 3.69E+09 7.68E+07 2.08% 5.25E+07 4.46E+07 2 2 

'601318.SH' '中国平安' 1.81% 2.20E+10 3.68E+08 1.67% -4.31E+08 2.96E+08 1 3 

'601319.SH' '中国人保' 2.95% 2.27E+09 1.62E+08 7.13% 2.24E+07 8.60E+07 2 2 

'601328.SH' '交通银行' 1.08% 1.69E+09 -1.01E+08 -5.96% -7.11E+07 -1.69E+07 2 2 

'601336.SH' '新华保险' 1.51% 3.64E+09 4.70E+06 0.13% -7.15E+07 4.84E+07 1 3 

'601390.SH' '中国中铁' 0.95% 7.45E+08 -1.84E+06 -0.25% -1.78E+07 1.59E+07 1 3 

'601398.SH' '工商银行' 0.91% 3.84E+09 -1.48E+07 -0.39% -1.17E+08 -1.38E+07 3 1 

'601601.SH' '中国太保' -0.87% 3.59E+09 -4.78E+08 -13.32% -4.40E+08 -5.34E+07 1 3 

'601628.SH' '中国人寿' 0.68% 1.79E+09 -7.45E+07 -4.15% -2.62E+07 1.71E+07 1 3 

'601668.SH' '中国建筑' 1.04% 2.22E+09 1.04E+08 4.68% 9.55E+07 1.36E+07 3 1 

'601688.SH' '华泰证券' 1.91% 7.74E+09 -4.57E+08 -5.90% -4.21E+08 -1.21E+06 0 4 

'601766.SH' '中国中车' 2.26% 1.32E+09 7.83E+07 5.95% 6.06E+07 1.32E+07 3 1 

'601800.SH' '中国交建' 0.93% 7.12E+08 1.05E+07 1.48% -5.77E+06 1.55E+07 2 2 

'601818.SH' '光大银行' 0.50% 1.50E+09 -2.18E+08 -14.55% -1.14E+08 -2.89E+07 0 4 

'601857.SH' '中国石油' 0.32% 1.89E+09 -3.27E+06 -0.17% -2.12E+07 -8.40E+06 2 2 

'601888.SH' '中国国旅' -1.90% 2.87E+09 -2.04E+07 -0.71% -3.53E+07 -2.68E+06 1 3 

'601939.SH' '建设银行' 0.42% 1.99E+09 7.20E+07 3.61% 4.12E+06 1.62E+07 2 2 

'601988.SH' '中国银行' 0.83% 1.19E+09 -1.51E+07 -1.27% -3.82E+07 4.91E+06 1 3 

'601989.SH' '中国重工' -0.49% 2.22E+09 -1.02E+08 -4.60% -1.63E+08 1.03E+07 2 2 

'603259.SH' '药明康德' -1.85% 3.11E+09 1.93E+07 0.62% 6.58E+05 4.28E+06 2 2 

'603993.SH' '洛阳钼业' 2.16% 2.04E+09 -1.58E+07 -0.78% -3.03E+06 -1.16E+07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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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净流入率约 0.5418，其次

是主力净流入额约 0.5303，然后是开盘主力净流入额约 0.4986，最后

是尾盘主力净流入额约 0.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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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03 0.5418 0.4986 0.4875 

主力净流入额 0.5303 1.0000 0.7656 0.8757 0.7732 

主力净流入率 0.5418 0.7656 1.0000 0.6826 0.5559 

开盘主力净流入额 0.4986 0.8757 0.6826 1.0000 0.4990 

尾盘主力净流入额 0.4875 0.7732 0.5559 0.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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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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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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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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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26，主力净流入率与回报的相关性系数是 0.5418。主力净流入率

和回报同向变动的成份股有 32 只，然而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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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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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天的成份股依次有 7、13、

21、9 和 0 只。3 天净流入的成份股有 9 只，它们分别是：中国国航,

中国中车,中国建筑,中国石化,宝钢股份,浦发银行,工商银行,民生银

行,伊利股份。 4天净流入的成份股没有 1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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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亿股，工商银行约10.2亿股和招商银行约9.39亿股；

持股占流通 A 股比例最大的三只成份股是中国国旅约 12.62%，海螺水

泥 12.51%和海尔智家约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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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E+08 1.58 3.34E+07 8.13% 

'600016.SH' '民生银行' 6.21E+08 1.75 5.96E+07 10.60% 

'600019.SH' '宝钢股份' 5.21E+08 2.36 2.64E+07 5.34% 

'600028.SH' '中国石化' 5.86E+08 0.61 1.87E+07 3.30% 

'600029.SH' '南方航空' 5.15E+08 7.34 3.27E+06 0.64% 

'600030.SH' '中信证券' 1.97E+08 2.01 -2.27E+0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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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31.SH' '三一重工' 7.06E+08 8.44 2.31E+07 3.38% 

'600036.SH' '招商银行' 9.39E+08 4.55 3.26E+07 3.60% 

'600048.SH' '保利地产' 2.87E+08 2.41 2.48E+07 9.46% 

'600050.SH' '中国联通' 6.08E+08 2.87 -3.54E+07 -5.50% 

'600104.SH' '上汽集团' 3.64E+08 3.16 4.24E+06 1.18% 

'600196.SH' '复星医药' 3.59E+07 1.88 2.38E+06 7.10% 

'600276.SH' '恒瑞医药' 5.11E+08 11.60 -6.27E+06 -1.21% 

'600309.SH' '万华化学' 8.01E+07 5.63 3.32E+06 4.32% 

'600340.SH' '华夏幸福' 7.07E+07 2.39 1.50E+06 2.16% 

'600519.SH' '贵州茅台' 1.02E+08 8.08 -4.81E+05 -0.47% 

'600585.SH' '海螺水泥' 5.00E+08 12.51 6.29E+06 1.27% 

'600690.SH' '海尔智家' 7.52E+08 12.34 1.01E+07 1.36% 

'600703.SH' '三安光电' 9.58E+07 2.35 3.10E+06 3.34% 

'600837.SH' '海通证券' 1.26E+08 1.55 -6.93E+06 -5.23% 

'600887.SH' '伊利股份' 7.27E+08 12.00 -7.04E+06 -0.96% 

'601066.SH' '中信建投' 7.61E+06 0.88 -1.10E+06 -12.62% 

'601088.SH' '中国神华' 7.87E+07 0.48 9.28E+06 13.37% 

'601111.SH' '中国国航' 5.48E+07 0.58 -5.23E+06 -8.71% 

'601138.SH' '工业富联' 8.70E+07 5.41 2.67E+06 3.16% 

'601166.SH' '兴业银行' 4.80E+08 2.52 1.44E+07 3.10% 

'601186.SH' '中国铁建' 1.87E+08 1.62 -2.93E+06 -1.55% 

'601211.SH' '国泰君安' 9.73E+07 1.29 6.66E+06 7.35% 

'601229.SH' '上海银行' 2.80E+08 4.14 1.36E+07 5.10% 

'601288.SH' '农业银行' 1.08E+09 0.37 4.34E+07 4.17% 

'601318.SH' '中国平安' 7.66E+08 7.08 1.14E+07 1.51% 

'601319.SH' '中国人保' 7.33E+06 0.72 -6.29E+05 -7.91% 

'601328.SH' '交通银行' 6.27E+08 1.60 2.34E+07 3.87% 

'601336.SH' '新华保险' 2.34E+07 1.12 1.01E+06 4.51% 

'601390.SH' '中国中铁' 1.52E+08 0.81 3.41E+06 2.30% 

'601398.SH' '工商银行' 1.02E+09 0.38 7.29E+07 7.72% 

'601601.SH' '中国太保' 1.05E+08 1.67 -1.75E+05 -0.17% 

'601628.SH' '中国人寿' 4.50E+07 0.22 1.42E+06 3.25% 

'601668.SH' '中国建筑' 7.55E+08 1.84 -1.01E+07 -1.32% 

'601688.SH' '华泰证券' 9.45E+07 1.28 -3.41E+06 -3.48% 

'601766.SH' '中国中车' 2.49E+08 1.09 1.17E+07 4.93% 

'601800.SH' '中国交建' 4.76E+07 0.41 3.21E+06 7.24% 

'601818.SH' '光大银行' 7.57E+08 1.90 6.25E+07 9.01% 

'601857.SH' '中国石油' 2.69E+08 0.17 1.13E+07 4.40% 

'601888.SH' '中国国旅' 2.46E+08 12.62 -3.18E+06 -1.28% 

'601939.SH' '建设银行' 4.47E+08 4.65 1.80E+07 4.20% 

'601988.SH' '中国银行' 7.00E+08 0.33 3.43E+07 5.16% 

'601989.SH' '中国重工' 2.00E+08 1.09 6.73E+06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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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259.SH' '药明康德' 4.97E+07 4.94 -6.57E+05 -1.31% 

'603993.SH' '洛阳钼业' 2.14E+08 1.21 1.78E+07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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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约 7.29 千万

股，光大银行约 6.25 千万股和民生银行约 5.96 千万股；另一方面，持

股数减少最多的前三只是中国联通约 3.54 千万股，中国建筑约 1.01

千万股和伊利股份约 0.704 千万股。 在前 10 名最新沪股通持股数中

有 5 只是银行股。 

 

在持股比例变化方面，增长变化最大的是中国神华，较上周增长约

13.37%，最新持股占流通 A 股比例约 0.48%；另一方面，持股比例下

降最大的是中信建投约-12.62%，下降比例第二和第三大的成份股分别

是中国国航约-8.71%和中国人保约-7.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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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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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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最新占比约 0.48%。如图表 7 所示，它的持股数和持股

比率从 9 月开始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 

 

中信建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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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最新占比约 0.88%。如图表 8 所示，它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

率近一个月来波动较大。 

 

图表 7沪股通持股比例增长最大成份股-中国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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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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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16.SH 民

生

银

行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2 2019-09-12 大宗交易： 

成交价：6.17（CNY），成交金额：302.33

万（CNY），成交量：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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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证券营业部 

600036.SH 招

商

银

行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2 2019-09-12 大宗交易： 

成交价：35.29（CNY），成交金额：

282.32 万（CNY），成交量：8 万股，

买方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卖方营业部：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交易部 

600340.SH 华

夏

幸

福 

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互 联 网 投

票起始 

20190912 2019-09-12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互联

网投票时间：2019-09-12，交易系统

投票时间：2019-09-12，投票代码：

738340 

600340.SH 华

夏

幸

福 

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召开 

20190912 2019-09-12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内容如下： 

1.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第

六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第

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600519.SH 贵

州

茅

台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2 2019-09-12 大宗交易： 

成交价：1099（CNY），成交金额：439.6

万（CNY），成交量：0.4 万股，买方营

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卖方营业部：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交易部 

600887.SH 伊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2 2019-09-12 大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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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股

份 

成交价：29.75（CNY），成交金额：238

万（CNY），成交量：8 万股，买方营

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卖方营业部：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交易部 

601166.SH 兴

业

银

行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2 2019-09-12 大宗交易： 

成交价：17.89（CNY），成交金额：

590.37 万（CNY），成交量：33 万股，

买方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卖方营业部：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交易部 

601229.SH 上

海

银

行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2 2019-09-12 大宗交易： 

成交价：9.33（CNY），成交金额：242.58

万（CNY），成交量：26 万股，买方营

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卖方营业部：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交易部 

601318.SH 中

国

平

安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2 2019-09-12 大宗交易： 

成交价：92.34（CNY），成交金额：

738.72 万（CNY），成交量：8 万股，

买方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卖方营业部：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交易部 

601398.SH 工

商

银

行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2 2019-09-12 大宗交易： 

成交价：5.57（CNY），成交金额：6684

万（CNY），成交量：1200 万股，买方

营业部：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松江证券营业部，卖方营业部：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自营分公

司 

601688.SH 华

泰

证

券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2 2019-09-12 大宗交易： 

成交价：20.66（CNY），成交金额：

278.91 万（CNY），成交量：13.5 万股，

买方营业部：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紫竹院路证券营业部，卖方营业

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600016.SH 民

生

银

行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1 2019-09-11 大宗交易： 

成交价：6.15（CNY），成交金额：504.3

万（CNY），成交量：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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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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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6.15（CNY），成交金额：504.3

万（CNY），成交量：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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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证券营业部 

600048.SH 保

利

地

产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1 2019-09-11 大宗交易： 

成交价：13.85（CNY），成交金额：

1049.41 万（CNY），成交量：75.77 万

股，买方营业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

部，卖方营业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

部 

600196.SH 复

星

医

药 

经营事件 对外担保 2019091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 

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复宏汉霖”)拟为其全资子公司上海

复 

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汉霖制药”或“债务人”)向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定支行(以下简

称“融资行”)申请的本金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17,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项下债务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下简

称“本次担保”). 

600519.SH 贵

州

茅

台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1 2019-09-11 大宗交易： 

成交价：1066（CNY），成交金额：

2995.46 万（CNY），成交量：2.81 万

股，买方营业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益田路免税商务大厦证券营

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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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98.SH 工

商

银

行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1 2019-09-11 大宗交易： 

成交价：5.55（CNY），成交金额：6660

万（CNY），成交量：1200 万股，买方

营业部：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证券自营分公司，卖方营业部：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部 

601688.SH 华

泰

证

券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1 2019-09-11 大宗交易： 

成交价：19.16（CNY），成交金额：

2539.08 万（CNY），成交量：132.52

万股，买方营业部：机构专用，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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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部：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廊坊

金光道证券营业部 

601888.SH 中

国

国

旅 

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现 场 会 议

登记起始 

20190911 2019-09-18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股权

登记日：2019-09-10，现场会议登记

日期：2019-09-11 至 2019-09-12，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西里中

街 18 号渔阳饭店三层紫金厅 

600016.SH 民

生

银

行 

股权质押 股权质押 20190910 中 国 泛 海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于

2019-09-10 将持有的 8737 万股股票

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600016.SH 民

生

银

行 

经营事件 关联交易 20190910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

于 2019 年 9 月 9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度

集团统一授信的议案》,同意给予中国

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泛海”)年度集团授信额度人民币 205

亿元,期限一年.业务品种包括:(1)公司

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含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特定目

的载体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贷

款承诺等表内外业务品种;(2)融资类非

授信业务品种 ;(3)同业拆借 ,债券投资

等金融市场业务品种;(4)本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代理类非授

信业务等需要纳入关联方集团统一授

信的业务品种.上述(1)-(3)项业务品种

中,除同业拆借外,其他品种业务均不得

为信用方式;各项业务品种利率,费率执

行本公司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期同业

平均定价标准. 

600029.SH 南

方

航

空 

对外投资 多 元 化 投

资-理财产

品 

20190910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人民币 1,500 万元认购【国开

2019184 号封闭式保本型人民币理

财】. 

600029.SH 南

方

航

空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0 2019-09-10 大宗交易： 

成交价：6.27（CNY），成交金额：

1274.69 万（CNY），成交量：203.3 万

股，买方营业部：平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深南东路罗湖商务中心证券

营业部，卖方营业部：申万宏源西部

证券有限公司深圳上步中路证券营业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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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340.SH 华

夏

幸

福 

经营事件 购 得 土 地

使用权 

20190910 2019 年 9 月 10 日,华御江公司竞得上

述两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600519.SH 贵

州

茅

台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0 2019-09-10 大宗交易： 

成交价：1125（CNY），成交金额：

5996.25 万（CNY），成交量：5.33 万

股，买方营业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益田路免税商务大厦证券营

业部，卖方营业部：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咸阳世纪大道证券营业

部； 

成交价：1125（CNY），成交金额：990

万（CNY），成交量：0.88 万股，买方

营业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益田路免税商务大厦证券营业部，卖

方营业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咸阳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600887.SH 伊

利

股

份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0 2019-09-10 大宗交易： 

成交价：32.66（CNY），成交金额：

248.22 万（CNY），成交量：7.6 万股，

买方营业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崇明县北门路证券营业部，卖方

营业部：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分公司 

601601.SH 中

国

太

保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0 2019-09-10 大宗交易： 

成交价：35.04（CNY），成交金额：

210.24 万（CNY），成交量：6 万股，

买方营业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金家岭金融区证券营业部，卖方

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恒丰路证券营业部 

601688.SH 华

泰

证

券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0 2019-09-10 大宗交易： 

成交价：19（CNY），成交金额：1425

万（CNY），成交量：75 万股，买方营

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金光道证券营

业部； 

成交价：19（CNY），成交金额：1178

万（CNY），成交量：62 万股，买方营

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金光道证券营

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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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19（CNY），成交金额：1102

万（CNY），成交量：58 万股，买方营

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金光道证券营

业部； 

成交价：19（CNY），成交金额：380

万（CNY），成交量：20 万股，买方营

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金光道证券营

业部； 

成交价：19（CNY），成交金额：300.01

万（CNY），成交量：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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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金光道证券营业

部； 

成交价：19（CNY），成交金额：285

万（CNY），成交量：15 万股，买方营

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金光道证券营

业部； 

成交价：19（CNY），成交金额：627

万（CNY），成交量：33 万股，买方营

业部：机构专用，卖方营业部：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金光道证券营

业部 

603259.SH 药

明

康

德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10 2019-09-10 大宗交易： 

成交价：82.02（CNY），成交金额：

319.88 万（CNY），成交量：3.9 万股，

买方营业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总公司交易部，卖方营业部：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南大

街证券营业部 

600016.SH 民

生

银

行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09 2019-09-09 大宗交易： 

成交价：6.09（CNY），成交金额：

2104.52 万（CNY），成交量：3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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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成交价：6.09（CNY），成交金额：901.32

万（CNY），成交量：148 万股，买方

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省分公司，卖方营业部：中信证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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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证券营业部 

600019.SH 宝

钢

股

份 

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召开 

20190909 2019-09-09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内容如下：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股东变更部分承诺事项的议案 

3.关于增选王强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关于增选田雍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关于增选汪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 

600019.SH 宝

钢

股

份 

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互 联 网 投

票起始 

20190909 2019-09-09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交易

系统投票时间：2019-09-09，投票代

码：738019 

600028.SH 中

国

石

化 

分红 分 红 时 间

安排 

20190909 2019 年中报分红方案：10 派 1.2 元 股

权登记日 2019-09-16 

除 权 日 2019-09-17 派 息 日

2019-09-17 

600036.SH 招

商

银

行 

公 司 资 料

变更 

管 理 层 及

相 关 人 士

增持股票 

20190909 2019-09-09 高级管理人员施顺华通过

二级市场买卖方式增持股份 5000 股，

成交均价为 CNY35.56 元；此次增持后

持股数为 16.5 万股。 

600036.SH 招

商

银

行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09 2019-09-09 大宗交易： 

成交价：35.5（CNY），成交金额：365.65

万（CNY），成交量：10.3 万股，买方

营业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卖方

营业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600050.SH 中

国

联

通 

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互 联 网 投

票起始 

20190909 2019-09-09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交易

系统投票时间：2019-09-09，投票代

码：738050 

600050.SH 中

国

联

通 

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召开 

20190909 2019-09-09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内容如下： 

1.关于增补张建锋先生为公司董事的

议案 

2.关于增补李翀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

案 

600050.SH 中

国

联

重大项目 签 署 合 作

意向书 

20190909 2019 年 9 月 9 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本公司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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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

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子公司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简称“联通运营公

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电信”)签署《5G 网络共建共享框架

合作协议书》(简称“合作协议”). 

601318.SH 中

国

平

安 

重大项目 签 订 重 大

合同 

20190909 港交所 (00388.HK) 宣布 ,于上周五 (6

日)已与中国平安 (02318.HK) 签订合

作备忘录,探讨双方在金融科技及数据

分析上合作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升区内

金融市场生态系统.港交所与中国平安

将探讨不同合作范畴,包括各资产类别

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以及数据及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以支援内地,香港及国际

市场之互联互通. 

601857.SH 中

国

石

油 

重大项目 重 大 项 目

开始 

20190909 中国两大国有石油公司参与其中的北

极圈世界级液化天然气(LNG)项目正式

启动.俄罗斯最大独立天然气生产商诺

瓦泰克公司(NOVATEK)9 月 5 日宣布,

北极 LNG 2 项目(Arctic LNG 2 project)

的投资者已经批准该项目的最终投资

决定(FID).FID 被视为大型油气项目中

的黄金里程碑,作出最终投资决定标志

着这一超级工程正式启动. 

北极 LNG 2 项目位于俄罗斯北极格丹

半岛(Gydan Peninsula),是诺瓦泰克公

司继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Yamal 

LNG)之后,在偏远极地开发的第二个大

型液化天然气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213

亿美元. 

该项目包括 Utrenneye 天然气田的开

发和生产以及三条 LNG 生产线的建设

和运营,总产能达到 1980 万吨/年,相当

于日产 53.5 万桶石油当量.北极 LNG 2

项目采用创新概念,将在鄂毕湾(Gulf of 

Ob)建设三处重力式平台,三条液化生

产线的单线年产量为 660 万吨,预计分

别于 2023 年,2024 年和 2026 年投产.

其项目产出将由一支破冰级液化天然

气运输船队经由北海航线送往国际市

场.诺瓦泰克认为,重力式平台的设计理

念及设备,材料的广泛本地化生产,将大

大提升该项目的成本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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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诺瓦泰克公司掌握北极 LNG 2 项

目 60%的权益,其余 40%则分别被法,中,

日企购得. 

601888.SH 中

国

国

旅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09 2019-09-09 大宗交易： 

成交价：93.8（CNY），成交金额：696.93

万（CNY），成交量：7.43 万股，买方

营业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卖方营业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601988.SH 中

国

银

行 

交易 大宗交易 20190909 2019-09-09 大宗交易： 

成交价：3.63（CNY），成交金额：990.99

万（CNY），成交量：273 万股，买方

营业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裕华东路证券营业部，卖方营业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外大街

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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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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