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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shibor  

 股指期货  

 美元指数 

联系人： 张月彗 

电  话： 02988447618 

邮  箱: zhangyuehui@kysec.cn 

国内股市  涨跌幅（%） 

指数 收盘 前日 一周 

上证指数 3169.57 -0.71 0.20 

深证成指 10701.32 -0.43 0.63 

沪深 300 3892.84 -0.80 0.52 

上证 180 8325.91 -0.91 0.27 

中小板指 7392.62 -0.19 1.44 

创业板指 1846.68 -0.61 0.65 

上证国债 164.32 0.02 0.04 

上证基金 6078.43 -0.39 0.04 

 

国际市场  涨跌幅（%） 

指数 收盘 前日 一周 

道琼斯 24768.93 0.25 -0.25 

纳斯达克 7398.30 0.63 -0.06 

标普 500 2722.46 0.41 -0.19 

日经 225 22717.23 -0.44 -0.18 

香港恒生指数 31110.20 -0.13 -0.04 

伦敦富时 100 7734.20 0.15 0.12 

巴黎 CAC40 5567.54 0.26 0.46 

法兰克福 DAX 12996.33 -0.71 -0.04 

 

涨跌幅前五板块 涨跌幅（%） 

板块 前日 一周 

有色金属 1.63 4.36 

申万有色金属 1.35 3.94 

申万银行 0.45 2.54 

申万钢铁 0.19 0.22 

申万采掘 0.17 4.79 

医药生物 -2.40 1.71 

申万医药生物 -2.26 1.71 

申万建筑材料 -1.88 0.59 

申万计算机 -1.60 0.19 

CSSW 传媒 -1.37 0.69 

 

 治疗肺癌新药通过优先审批程序 相关上市公司受关注 

 民航局：加速推进北斗在民航领域的应用 

 腾讯第一季度净利润 232.9 亿人民币 市场预期 174.2 亿 

 苹果期货疯狂创历史天量 

 新三板分层初筛结果新鲜出炉 928 家公司入选创新层 

 美股三大股指小幅收涨 

 欧股创逾三个月新高 意大利遭遇“股债双杀”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 

   

   

   

   

   

   

   

   

   

   

   

   

 

   

 

 

 

 

1、早盘三大股指低开，随后沪指呈现低位震荡态势，创业板指数

有所小幅反弹，市场整体人气较前日有所低迷；早盘医药、海南、

啤酒等题材概念股表现不俗。临近上午收盘，市场指数依旧维持

弱势盘整格局，市场热点并不突出。三大股指起初略有回暖，创

业板指一度翻红，板块个股跌多涨少，整体情绪趋冷，资金观望

情况渐浓。尾盘，随着保险、银行、石油等权重板块杀跌，上证

50 大幅走低，成份股中仅 3 只翻红，三大股指也再度受挫。 

2、大盘挑战 3200 点以失败告终，虽然都逼到 3191 点了，但是还

是遇到了强大的抛压。这说明当前市场依然没有行情，尤其是成

交量，上海市场单日成交金额在 1700 亿。我们认为上海市场单日

成交额如果不能冲上 2500 亿至 3500 亿的水平，普通投资者要想

赚钱就不可能。也就是说在没行情的情况下，大多数投资者都是

在冒风险，火中取栗。行情不明了，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金融

降杠杆是大背景，也就是说在本轮降杠杆没结束前，成交量将制

约市场反弹。 

3、后市操作，本周后半段时间关键是看已经抵达美国的刘鹤，能

否向国内传回一些中美谈判拨云见日的利好。如果有消息，那么

不排除大盘还会第二次再度挑战 3200 点。只不过当前参与股市的

资金太少了，大家都处在观望之中敬候佳音。由于被纳入 MSCI

指数的个股普遍为白马股，该板块有望在纳入 MSCI 指数的催化剂

下展开修复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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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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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Shibor（%） 涨跌幅（BP） 

O/N 2.7660 12.50 

1W 2.8350 6.20 

2W 3.6490 3.80 

1M 3.8250 1.20 

3M 4.0820 1.00 

6M 4.1880 1.60 

9M 4.3040 0.70 

1Y 4.3630 0.80 

 

股指期货持仓单前 20 持仓量 增减量 

持买单量 8531 -2894 

持卖单量 8679 -3179 

净空单 148 -285 

 

期货品种 2018/5/17 涨跌幅（%） 

LME 铜 6742.00 0.33 

LME 铝 1974.00 0.41 

LME 锌 2281.00 1.15 

NYMEX 原油期货 71.31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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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2018 年 05 月 16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100.40 点，较

前一日下降 0.16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100.18

点，较前一日下降 0.19 个点。 

Shibor 利率报价延续全线回升，7 天 Shibor 上涨 6.20 个基点报

收于 2.8350%。公开市场方面，周三市场仅有 600 亿元逆回购

到期，央行当日通过 7 天期和 14 天期逆回购向市场投放流动

性 2600 亿元，投放量再次加码，全日实现资金净投放 2000

亿元。由于缴税及上缴存准等因素冲击，短期市场资金需求上

升，央行预计依旧通过削峰填谷方式平滑资金格局，维护银行

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 

以股指期货持仓前 20 持仓量计算，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主力合

约 IF1805 合约净空单减少 287 手至 148 手。IF 主力合约 1805

跌幅 0.50%，IH 主力合约 1805 跌幅 1.09%，IC 主力合约 1805

涨幅 0.07%。从期现价差来看，IF1805 升水扩大至 1.76 点，

IH1805 贴水扩大至 2.98 点，IC1805 贴水转升水 8.53 点。周三

（5 月 16 日）期指市场三大主力维持分化走势，IC 主力小幅

收涨。从持仓来看，由于临近交割，主力仓位持续向次月合约

转移。但 IF、IC 合约的期现价差有所好转，尤其是 IC 主力存

在显著正向利差。由于本周面临交割，仓位波动较大，市场整

体风格转移较快，短期或将维持分化走势。 

周三美元指数小幅上涨，日内公布多项经济数据，美国 4 月工

业产出环比 0.7%，4 月营建许可 135.2 万户，两数据均略超

预期，同日公布的 4 月新屋开工 128.7 万户，略低于市场预期。

经济数据表现参差不齐，并未对市场形成过大的影响。此外，

盘中美联储多位官员均发表讲话，市场对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更

多的评判为偏向鹰派，对年内加息步伐加快抱有良好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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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信息 

治疗肺癌新药通过优先审批程序 相关上市公司受关注 

据媒体报道，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盐酸安罗替尼胶囊上市，用于治疗晚期或转移性

非小细胞肺癌。该药属于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对于现有治疗无效或失败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安罗替尼相对安

慰剂组可明显提高总生存期，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 

【点评】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肿瘤之一，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占比超过 80%，国内非小细胞肺癌靶向药市场规模不到

32 亿元。机构预计，随着国家大力支持创新药、医保加大支付力度，未来有望超过 455 亿元，有 10 倍以上成长空间。

产品储备丰富、疗效好、销售渠道强的企业有优势。贝达药业（300558）深耕肺癌靶向药市场，埃克替尼进入医保；

第二个重磅产品恩沙替尼处于 III 期临床。海正药业（600267）、双鹭药业（002038）等公司也有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的药品。 

 

民航局：加速推进北斗在民航领域的应用 

近日，民航局召开民航北斗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要加速推进北斗在民航领域的应用，加大以北斗为核心

的民航自主创新技术应用研发，进一步加快推进北斗等国家重大专项在民航领域落地。下一步，民航局将不断加大

工作力度，加快推进北斗国际民航标准化工作，加速推进北斗在通用航空、运输航空等领域的应用。 

【点评】北斗行业遵循 GPS 应用的军用-行业-大众消费市场的渗透顺序和持续高增长规律，目前正处于大众消费市场

爆发前夕，有望迎加速增长新阶段。而对 GPS 军用龙头厂商天宝和民用龙头厂商佳明的分析表明，军用市场由于战

略地位突出和进入壁垒高，相关厂商具备持续高估值属性，而民用市场空间广阔，是厂商打开成长天花板和高速增

长的关键。关注：海格通信、振芯科技等概念股。 

 

腾讯第一季度净利润 232.9 亿人民币 市场预期 174.2 亿 

5 月 16 日，腾讯公布了 2018 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数据显示，腾讯在 2018 年第一季度的收入达到了人民币 735.28 亿

元（116.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经营盈利为人民币 306.92 亿元 （48.81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9%。 

【点评】增值业务依旧在腾讯收入构成占据主要位置。2018 年第一季度，腾讯在这一方面的收入达到了 468.77 亿元，

同比增长 34%；其中来自网游的收入增长 26%至人民币 287.78 亿元，而手游收入在本季度的收入为 217 亿元，同比

增长 68%。相比去年同期，腾讯在网游方面的收入增长开始放缓。部分原因也许是“吃鸡”游戏在国内尚未开始商

业化。 

 

 

苹果期货疯狂创历史天量 

5 月 16 日，苹果期货现“过山车”行情，主力合约 1810 盘中一度涨停，最高报 9235 元/吨，续刷上市以来新高，涨

停行情仅维持半个小时，尾盘跳水，最终仅收涨 1.22%报 8902 元/吨。1810 合约成交金额续创新高，达到 3628.13

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增长 43.52%，成为历史天量，再次秒杀 A 股沪市和深两市成交金额，今日沪深两市总成交金

额分别为 1745.91 亿元和 2272.95 亿元。 

【点评】前不久，一场较强的寒流侵袭华北、西北苹果主产区，破坏了苹果的盛花期。从坐果数量来看新季苹果减

产幅度在 30%以上，优果率降幅较大，明年苹果供需格局将从 2017/18 年的供大于求转向供应偏紧。朗源股份主营

鲜果和干果种植管理、加工、仓储及销售，主要产品为新鲜苹果和葡萄干，出口量全国排名第一。同时，公司被郑

州商品交易所指定为苹果期货交割仓库。 

 

新三板分层初筛结果新鲜出炉 928 家公司入选创新层 

5 月 16 日，市场期待已久的 2018 年新三板分层初筛结果“千呼万唤始出来”，共有 928 家公司符合创新层标准，符

合此前市场预计的“低于千家”预期，少于去年的 1300 多家。去年 12 月底，股转公司对创新层标准进行了修改完

善，本次分层是按照新《分层管理办法》进行的第一次市场分层调整。根据初筛结果，804 家公司将维持在创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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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家公司将从基础层调整进入创新层。 

【点评】新《分层管理办法》对创新层准入条件和维持条件进行了修改，今年创新层公司家数较去年虽有所减少，

但整体质量明显提升。创新层对 A 股的影响主要包括：资金分流和比价效应都较小，将挤压并购套利空间，企业挂

牌融资利于产业发展。同时，新三板分层落地后，对于 A 股中小创有一定的“抽血作用”。 

 

美股三大股指小幅收涨 

美国股市周三（5 月 16 日）收涨。截止收盘，道指跌 62.52 点，或 0.25%，报 24,768.93 点；标普 500 指数跌 11.01

点，或 0.41%，报 2,722.46 点；纳指涨 46.67 点，或 0.63%，报 7398.30 点。 

【点评】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涨破 3.1%，令美股承压。此外，市场还在关注企业财报及最新披露的对冲基金持仓

数据。值得关注的是，虎牙今日继续大涨 18.21%，延续了前几日的强势表现，自上周五上市以来已累涨近 87%。 

 

欧股创逾三个月新高 意大利遭遇“股债双杀” 

欧洲 STOXX 600 指数周三(5 月 16 日)收涨 0.21%，创逾 3 个月新高。截至收盘，欧洲 STOXX 600 指数涨 0.21%，报 393.21

点，创 2018 年 2 月 1 日以来收盘新高；德国 DAX 指数涨 0.2%，报 12996.33 点；法国 CAC40 指数涨 0.26%，报 5567.54

点；英国富时 100 指数涨 0.15%，报 7662.52 点。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则大跌 2.3%，报 23734.22 点，录得 3 月初大

选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点评】意大利遭遇“股债双杀”，意大利股指重挫 2.32%，录得 3 月初大选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意大利十年期债券

收益率也飙升了 16.2 个基点，为 2016 年 11 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盘面上，受欧元汇率下跌影响，矿业股和材料

股涨幅居前。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 

生态环境部近日就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提出具备条件的钢铁企业要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力争

2020 年底前完成钢铁产能改造 4.8 亿吨，2022 年底前完成 5.8 亿吨，2025 年底前完成改造 9 亿吨左右。 

【点评】随着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推进，钢铁行业将启动超低排放改造，对环保设备的升级需求有望大幅增加。随着

火电超低排放改造进入尾声，未来大气污染领域最大看点是非电领域，环保企业受益可关注：中金环境、清新环境、

龙净环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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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研究所投资评级 

股票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20%以上） 

增  持（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5%至 20%之间） 

持  有（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相对沪深 300 指数在-10%至 5%之间） 

卖  出（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看  好（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超越市场整体表现） 

中  性（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  淡（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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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于本免责申明条款具有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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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由陕西开源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延续的专业证

券公司，主要股东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技术投资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诚顺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徳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3 亿元，公司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约定购回；股票质押式回购；证券

承销；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业务简介：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我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证券代理买卖证券业务，主要包括：证券的代理买卖（沪、深 A 股、

证券投资基金、ETF、LOF、权证、国债现货、国债回购、可转换债券、企业债券等）；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

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户。公司通过集中交易系统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现场、自助终端、电话、互联网和手机等

多种委托渠道，可满足投资者通买通卖的交易需求。公司目前与多家银行开通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业务，确保投资者资

金安全流转，随时随地轻松理财。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我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的相关信

息、分析、看法或建议；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我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财务顾问业务，为上市公司收购、重大

资产重组、合并、分立、股份回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收入、利润和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

并购重组活动，提供交易估值、方案设计、出具专业意见等专业服务。 

 证券自营业务：我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证券自营业务，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以公司名义开设证

券账户买卖依法公开发行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有价值证券的自营业务。自营业务内容包括权益类投资和固定收益类

投资。 

 资产管理业务：我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接受客户委托资产，并负责受理客户委托资产的投资

管理，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服务对象为机构投资者以及大额个人投资者，包括各类企业、养老基金、保险

公司、教育机构和基金会等。 

 融资融券业务：融资融券交易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运作，为客户提供信用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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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支机构 

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4 号楼 18 层          电话：0755-88316669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环球金融中心 62 层         电话：021-68779208 

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35 号院 1 号楼 2 层                电话：010-58080500 

福建分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西路 178 号七星大厦 17层 02 单元        电话：0592-5360180 

珠海分公司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九州大道西 2023 号富华里 B 座 2902         电话：0756-8686588 

江苏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 198 号同进大厦 4 单元 901 室        电话：025-86573878 

云南分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度假区滇池路 918 号摩根道五栋 B 区楼            电话：0871-64630002 

湖南分公司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潇湘北路三段 1088 号渔人商业广场 16栋 3 楼       电话：0731-85133936 

河南分公司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33 号美盛中心 808 号                       电话：0371-61778510 

海南分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 1 号富丽花园文景阁 308 室             电话：0898-36608886 

吉林分公司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10606号东北亚国际金融中心 3 楼 301 室  电话：0431-81888388 

深圳第一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2009 号尚美科技大厦 902 房              电话：0755-86660408 

上海第二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 1239 号世纪大都会 2 号楼 13层 02B 室             电话：021-58391058 

 

公司下设营业部： 

西大街营业部：西安市西大街 495 号（西门里 200 米路北）                      电话：029-87617788 

长安路营业部：西安市长安南路 447 号（政法学院正对面）                      电话：029-85389098 

纺织城营业部：西安市纺织城三厂什字西南角（纺正街 426号）                  电话：029-83542958 

榆林航宇路营业部：榆林市航宇路中段长丰大厦三层                            电话：0912-3258261 

榆林神木营业部：榆林市神木县麟州街精煤路口向北 200 米（路西）                       电话：0912-8553131 

商洛通江西路证券营业部：商洛市商州区通江西路全兴紫苑 13-5 座一层             电话：0914-2987503 

铜川正阳路营业部：铜川新区正阳路东段华荣商城一号                           电话：0919-3199313 

渭南朝阳大街证券营业部：渭南市朝阳大街中段                                电话：0913-8189866 

咸阳兴平证券营业部：兴平市金城路中段金城一号天镜一号                       电话：029-38615030 

咸阳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咸阳秦都区世纪大道世纪家园三期 A 座 6 号      电话：029-33660530 

西安锦业三路证券营业部：  西安市锦业三路紫薇田园都市 C 区 S2-2             电话：029-68765786 

佛山顺德新宁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宁路 1 号信业大厦 8 楼    电话：0757-22363300 

北京金鱼池证券营业部：北京市东城区金鱼池中街 2 号院 11号楼 11-35（1 层底商）   电话：010-83570606 

汉中南郑证券营业部：      汉中市南郑县大河坎镇江南西路君临汉江二期       电话：0916-8623535 

韩城盘河路证券营业部：    韩城市新城区盘河路南段京都国际北楼 4 层 B 户     电话：0913-2252666 

西安锦业路营业部：        西安市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座 5 层               电话：029-88447531 

成都天府大道营业部：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28 号茂业中心 A 塔 2003-2004   电话：028-65193979 

宝鸡清姜路证券营业部:     宝鸡市胜利桥南清姜路西铁五处综合楼商铺三楼      电话：0917-3138308 

沈阳大南街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 429 号-10 门                   电话：024-3128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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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巴山东路证券营业部:    安康汉滨区巴山东路 41 号                         电话：0915-8889006 

延安中心街营业部:          延安市宝塔区中心街治平大厦 7 楼 712 室            电话：0911-8015880 

重庆新南路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 166 号 2 幢 1 单元 21-4                    电话：023-63560036                          

厦门莲前西路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209 号 13 层 C 单元       电话：0592-5360897 

西安太华路营业部：      西安未央区太华北路大明宫万达广场三号甲写 1703         电话：029-89242249 

西安纺北路证券营业部：  西安市灞桥区纺北路城东交通枢纽负一层                  电话：029-83623600 

顺德新桂中路证券营业部：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桂中路海悦新城 93A 号             电话：0757-22222562 

济南旅游路证券营业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旅游路 28666号国华东方美郡 109 号楼 1 层     电话：0531-82666773 

深圳福华三路证券营业部：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4 号楼 8 层 807        电话：0755-82371868 

西安凤城一路证券营业部：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一路 6 号利君 V 时代 A 座 1903 室     电话：029-65663036 

上海中山南路证券营业部：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969 号 1103 室              电话：021-63023551 

北京西直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 号金贸大厦 C2 座 1708      电话：010-88333866-801  

广州华强路证券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华强路 2809 号                       电话：020-38939190 

杭州丰潭路证券营业部：  杭州市拱墅区丰潭路 380 号银泰城 8 幢 801 室-4                电话：0571-88066202 

西安太白南路证券营业部：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 109 号岭南郡 10101 号                   电话：029-89281966 

济南新泺大街证券营业部：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康桥颐东 2 栋 2 单元 106                  电话：0531-66620999 

鞍山南五道街证券营业部：鞍山市铁东区南五道街 20 号                                  电话：0412-2312266 

咸阳渭阳中路证券营业部：咸阳市秦都区渭阳中路副 6 号政协综合楼 4 楼                   电话：029-33273111 

西安临潼华清路证券营业部：西安市临潼区华清路 4 号楼独栋 4-（1-2）04 一层             电话：029-83817435 

铜川红旗街营业部：      铜川市王益区红旗街 3 号汽配公司大楼四层                     电话：0919-2185123 

咸阳人民西路营业部：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 37号 117幢 1 层商铺                    电话：029-33612955 

汉中兴汉路证券营业部：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陈家营什字东侧兴汉路一楼营业房           电话：0916-8887897 

西安阎良人民路营业部：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路与公园北街十字东北角一层                 电话：029-81666678 

天津霞光道证券营业部：  天津市南开区霞光道花园别墅 42、43 号楼及地下室的房屋的 1幢 

                        宁泰广场写字楼 19层 05 及 06 单元                           电话：022-58282662 

咸阳玉泉路证券营业部：  咸阳玉泉路丽彩广场综合楼 1 单元 14层 1403 号                电话：029-38035092 

宝鸡金台大道证券营业部：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金台大道 6号                            电话：0917-3138009 

北京振兴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振兴路 28号绿创科技大厦 6 层 B614\615  电话：010-60716667 

南昌红谷中大道证券营业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988 号绿地中央广场 A1#办公楼-1501 室                            

电话：0791-83820859 

汉中东大街证券营业部：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大街莲湖城市花苑一层                  电话：0916-8860108 

宝鸡中山路营业部：      陕西省宝鸡市中山路 72号 1 层                                电话：0917-3679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