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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3 月 10 日海外隔夜观察  

——关注白宫经济援助计划超预期 分析师：虞梦艳 

投资要点： 

➢ 隔夜市场 

o 全球恐慌情绪蔓延，外盘商品期货几乎全线收跌 

➢ COVID-19 

o NCAA举行全美首场空场体育赛事！NBA再发备忘录，各队准备洗手液 

o 死亡率升至4.25%高位！医护感染出现，意大利扩大封城范围 

➢ 宏观 

o 俄能源部长：俄罗斯石油市场处于可控范围 预计4月起增加石油产量 

o 特朗普：油价暴跌对消费者有利 假新闻和"石油战"导致股市暴跌 

➢ 科技 

o 英国议会国防委员会将调查5G网络安全性，对华为担忧犹存 

 

➢ 风险提示 

相关媒体报告不属实，国内外经济政策超预期等。 

 

 每日趣图 

油价巨震与进口单价的背离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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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市场】 

 

【新闻】全球恐慌情绪蔓延，外盘商品期货几乎全线收跌  

 

全球股市大跌，美股遭遇熔断，恐慌情绪蔓延。意大利富时

MIB 下跌 11.8%，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7.79%，纳斯达克下跌

7.29%，标普 500 下跌 7.60%。VIX 指数上涨 29.85%。   

（来源：证券时报） 

   

点评：疫情与原油的双重冲击导致全球股市面临金融危机

以来最大挑战。 

 

恐慌情绪忽略了美国国内强劲的就业市场、制造业复苏与

消费者信心。 

 

关注美国推动全球政府与央行的保民生与稳就业政策超预

期，美元回流趋势将重演，新兴市场面临的压力超预期。短期风

险释放之后，料美股将重回正轨。 

 

 

【COVID-19】 

 

【新闻】NCAA 举行全美首场空场体育赛事！NBA 再发备

忘录，各队准备洗手液 

 

NCAA 出现首场无观众比赛。周末 NBA 高层告诉各队为防

范 COVID-19，做好进行无现场观众比赛的应急方案，以备不时

之需。  

（来源：腾讯新闻） 

  

点评：美国目前确证 546 名 COVID-19 病例，死亡 22 人。

意识到防范新冠肺炎的重要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近日举办了

一场无观众的 NCAA 三级联赛。NBA 高层在周末要求各队做好

零观众打球的应急预案。 

 

全球娱乐、体育行业面临的广告资源压力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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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对疫情防范措施的升级开始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方式，推动包括线上娱乐、线上教育、智能物流、远程办公、远

程医疗、社区防疫等在内的“无接触经济”的发展。关注国联研

究所即将推出的无接触主题策略。 

 

 

【新闻】死亡率升至 4.25%高位！医护感染出现，意大利扩

大封城范围 

 

当地时间 3 月 8 日，意大利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

在凌晨两点召开紧急发布会，发布紧急封城法令：伦巴第大区将

全面封城，同时封城的还包括摩德纳、帕尔马、威尼斯等 11 个

省，米兰和威尼斯等重要城市在列。该法令将持续到 4 月 3 日，

影响人数达 1600 万人。 

（来源：第一财经） 

  

点评：全球疫情蔓延，主要旅游、贸易、旅游、港口城市首

当其冲，美国东西海岸的都市和欧洲主要城市面临的挑战可能

在于逆全球化全面提速。 

 

核心都市承载的贸易、金融服务业面临重大拐点，经济活动

持续走弱在所难免。关注全球人口、经济活动继续离开借力全球

化发展的大都市，出口国一线城市地产价格面临的压力超预期。 

 

 

【原油/宏观】 

 

【新闻】俄能源部长：俄罗斯石油市场处于可控范围 预计

4 月起增加石油产量 

 

据俄罗斯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诺瓦克在当天俄总理主持

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说，俄罗斯石油市场拥有可靠的资源基础和

足够的资金储备，能够应对可以预见的油价波动，并能保持在世

界石油市场上的竞争性。俄罗斯石油公司预计 4 月起增加石油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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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新闻） 

  

点评：俄罗斯与沙特竞争非美原油市场的主导权，市场剧烈

震荡，OPEC 和中东多个政府可能面临生存危机。 

 

关注全球金融市场震荡继续加剧非美资源生产国的社会经

济压力，原油市场的致命搏击凸显传统行业追逐扩大规模、市场

份额的模式已经无以为继。关注以页岩技术为代表的科技突破

加速改变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市场低估了北美页岩技术进步

的动力和韧性。 

 

 

【新闻】特朗普：油价暴跌对消费者有利 假新闻和"石油战

"导致股市暴跌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油价下跌对消费者有利，同时

他指责媒体假新闻和沙特与俄罗斯就石油价格产量进行争论都

是令股市暴跌的原因。 

（来源：新浪财经） 

  

点评：疫情威胁和沙特油价冲击叠加，特朗普政府面临执政

以来最大的冲击。 

 

特朗普发推正面挑战新闻传播带来的压力，全球市场流动

性与互联网传播的互动正在挑战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治理能力，

市场信心面临的压力对非美国家冲击更为明确。 

 

特朗普政府明天可能宣布针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援助计划，

关注美国继续领跑去管制、保民生和就业的政策措施，推动制造

业加速回流。市场低估了油价、安全性继续推动 FDI 回流美国

的动力。 

 

在美国疫情不会出现大规模消费停摆的情况下，金融市场

指数震荡带来的恐慌掩盖了美国经济基本面的积极变化。关注

美国市场重演 1998 年新兴市场冲击之后的长期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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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美国制造业增长明确超预期，进口替

代能力继续扩张，重申制造业出口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美国

进口替代。市场继续高估了全球贸易增长趋势。 

 

 

【科技】 

 

【新闻】英国议会国防委员会将调查 5G 网络安全性，对华

为担忧犹存 

 

 发起调查的议员“Tobias Ellwood”表示，一旦推出 5G，

它将成为英国基础设施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发推文称：

“至关重要的是，在我们协商这项新技术时，我们会问到有关滥

用可能性的令人不安的问题。” 

（来源：网易新闻 ） 

  

点评：尽管此前英国首相约翰逊已批准华为在英国的 5G 移

动网络中发挥有限的作用，但随着美英贸易谈判的深入，美国在

5G 领域的强硬表态将导致英国政府承压。从双方此前披露的纪

要来看，英美联手制订全球数字经济新标准将是本次贸易协定

的重要目标之一。考虑到 5G 是未来数字经济的核心载体，关注

华为在欧洲参与 5G 建设项目的限制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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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 

 

宏观要闻及市场策略 

宏观要闻 

➢ 央行发文加强存款利率管理，结构性存款保底收益率将纳入自律管理范

围。 

央行日前下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通知提出： 

一是各存款类金融机构应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率和计结息管理有关规

定，按规定要求整改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等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 

二是中国人民银行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加强存款利率自律管理，并将结构

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纳入自律管理范围。 

三是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类金融机构执行存款利率管理规定和自律要求情况纳

入宏观审慎评估(MPA)，同时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将上述情况纳入金融机构合

格审慎评估。 

风险提示：新兴市场需求不足的风险；贸易摩擦反复的风险；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风险；汇率波动风险。 

分析师：张忠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0120002 

 

 

A 股策略 

 

大盘回顾 

市场 表现及原因 

A 股 A 股收跌 3.01%，口罩概念股涨幅居前 

港股 收跌 4.23% 

大势研判 

时间 方向 理由 

短期 震荡 全球市场疫情扩散，风险偏好下降 

行业配置与主题推荐 

行业、主题方面可关注：（1）实际负利率背景下，居民资金调整带来的券商、

期货及中小银行板块配置机会；（2）通胀预期下的食品、农业板块；（3）煤

炭、有色等资源配置窗口逐步开启；（4）政策扶持的环保、特高压建设等；

（5）低轨卫星组网主题带动的军工科技板块；（6）新型冠状病毒国际扩散影

响下，持续推荐防护治疗、生物疫苗以及医疗信息化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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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 

行业 

➢ 全球首个非酒精性脂肪肝药物获批上市。 

根据制药在线的报道，印度药企的产品 Saroglitazar 获得印度药监局批准用于治

疗非酒精性脂肪肝。该药品原为降低血脂的药物，目前适应症推广，获批非酒精性脂

肪肝适应症。非酒精性脂肪肝是肝病中，除乙肝感染人群外最大的人群，疾病基数大，

约有 2 亿人群。该药的获批表明 PPAR 激动剂在该领域的潜力，可以关注有该类品

种布局的上市公司。 

风险提示：销售不及预期；研发不及预期 

分析师：夏禹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8070004 

 

资源&材料 

行业 

➢ 蛋氨酸：厂家基本全面停报，希杰市场报价上调 25%。 

受疫情影响近期进口受限，国内市场进口产品供应偏紧，厂家价格持续上行，厂

家基本全面停报，希杰蛋氨酸公开报价上调至 25元/kg，上调 25%，厂家成交价格上

调至 20.5-22.5 元/kg。关注厂家生产及进出口变化，后期需留意全球疫情对生产和

需求的影响。 

蛋氨酸生产工艺复杂，全球蛋氨酸市场产能高度集中，由赢创、安迪苏、诺伟司

及住友等行业巨头控制，据博亚和讯统计，CR4 产能占比约 87%，供给高度集中。 

推荐安迪苏（600299.SH），新和成（002001.SZ）。安迪苏是全球蛋氨酸龙头企

业，现有产能 48 万吨；新和成现有产能 5 万吨。蛋氨酸价格每上涨 1 元/公斤，安

迪苏和新和成税后净利润年化分别增加 3.6亿元和 0.38 亿元，业绩弹性较大。 

 

风险提示：产品价格下滑；需求低于预期  

分析师: 马群星 执业证书编号 S0590516080001 

 

TMT 行业 

行业 

➢ 中国移动启动 23 万个 5G 基站集中采购。 

近日，中国移动发布 2020年 5G二期无线网主设备集中采购公告，正式启动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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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 232143个基站的采购招标，拉开 2020年 5G大规模

建设的序幕。中国移动 5G 一期工程建设，已在 50 个城市实现 5G 商用，此次启动

5G 二期工程设备集采，旨在保证 2020 年底 5G 基站数达到 30 万目标不变，确保

2020 年内在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提供 5G 商用服务。同时，联通与电信表示将在

2020 年前三季度完成 25 万 5G 基站的建设计划，2020 年全年建设基站数量或突破

70万。我们认为以 5G、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基建将是今年科技板块的主线。5G建

设方面：通信设备商有中兴通讯、紫光股份、星网锐捷；光通信模块有博创科技、华

工科技、新易盛。IDC 方面：IAAS 厂商有光环新网、宝信软件；SaaS 厂商有广联

达、用友网络。服务器企业有浪潮信息、中科曙光。 

风险提示：新基建投资建设进程不达预期。 

分析师：顾玮玮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9020001  

 

传媒 

行业 

➢ 华为开发者联盟近日宣布,将在 2020 年推行全新的分成政策,出海开发者内购和广告将获

得 85%/90%的高额分成比例。 

1）华为此举旨在扩大海外发行市场份额，并向 Google 发起挑战，华为

AppGallery 月活用户已达 4 亿，年下载量达到 1800 亿，海外发行市场在华为入局后

竞争会趋激烈，利好出海应用开发者，包括游戏、教育等；2）国内市场看，字节跳

动正在准备发力游戏市场，与腾讯在市场发行渠道上的竞争有望加剧，也将让利上游

研发商。3）游戏行业短期调整不改中长期趋势，今年上半年业绩增长确定性强，行

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关注研发实力强，二季度到三季度预计有新游上线，业绩增长确

定的公司，包括完美世界、吉比特、冰川网络、电魂网络等。 

 

风险提示：行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风险；  

分析师：徐艺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50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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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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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表述的所

有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对标的证券和发行人的个人看法。我们所得报酬的任何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

体投资建议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投资评级说明 

股票 

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大盘 20%以上 

推荐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大盘 10%以上 

谨慎推荐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大盘 5%以上 

观望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大盘变动幅度为－10%～10% 

卖出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大盘下跌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优异 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强于大盘 

中性 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与大盘持平 

落后 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弱于大盘 

 

一般声明 

除非另有规定，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版权均属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获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及其附属

机构（以下统称“国联证券”）。未经国联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发送或者复制本报告及其所包含的材料、

内容。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均为国联证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本报告是机密的，仅供我们的客户使用，国联证券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国联证券的客户。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

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国联证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客户参考，

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邀请或要约。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

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

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家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

果，国联证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过往的表现亦

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预示和担保。在不同时期，国联证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 

国联证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

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国联证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国联证券的资产

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国联证券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

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国联证券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观性

的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唯一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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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 8 号国联金融大厦 9 层 

电话：0510-82833337 

传真：0510-82833217 

上海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8 号 3704、3705、3706 单元 

电话：021-6164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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