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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信视点：料回调幅度不会太大，50 天线支持力充

足 

港股昨日继续下沉，恒指全日跌 256 点或 0.86%，收报 29,549 点。国指跌

幅更大，达 1.39%，收报 11502 点，主要受 A 股急挫所拖累。香港金管局

及香港证监会连手调查中资银行的复杂交易，引发内地投资者对监管机构

针对中资行境外资金回流内地的忧虑。A 股上证综指及深证成指昨日分别

大跌 2.43%及 3.21%，严重打击中资股投资情绪。于此同时，外资继续撤

出 A 股，沪深股通昨日共录得 17 亿元外资自 A 股流出，为连续 4 日外资

流出。4 月以来，截至周四，沪深股通共录得 209.4 亿元外资于 A 股流出，

不但为连续 5 个月净流入 A 股后首月现走资，更是 2015 年 7 月 A 股股灾

以来最大规模的外资撤出。 

中国经济数据回稳，本来已经触发市场忧虑决策层放缓刺激政策的忧虑，资

金趁机沽货获利。香港金管局及证监会调查中资银行复杂交易的事件，或进

一步激化资金从股市流走。预期事件会短期会进一步发酵，大市短线或需继

续整固。不过，中国经济回稳始终是好事，而我们也预期，即使经济前景改

善，但不明朗因素仍多，决策层会继续推行刺激经济的政策，确保经济健康

复苏。料大市回调的幅度不会太大，恒指在 50 天线（目前约位 29150 点，

每日上升约 30 点）应能拾获支持。 

另一方面，中美贸谈传来好消息。中美即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之际，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白

宫，这或暗示很快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早前曾经表明，中美贸易协

议必须等待他与习近平举行峰会敲定和签署作实。外电早前引述消息指，中

方希望在特朗普五月底访问日本期间，身处亚洲时签署协议。 

对于贸谈其中一个重要焦点--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彭博》引述消息指，中

国坚持只是愿意向美国医药公司研发的生物制剂，提供八年的数据保护。虽

然数据保护年期较美国本地法律给予的十二年少，但负责对华谈判的美国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已经准备让步，敦促国内药厂接受，将有关建议写入贸

易协议，更威胁如果业界反对，就在协议完全抽起此项议题。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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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及行业评论 

安东油田服务（3337）：1Q19 订单结算收入同比增长 38% 

报告摘要 

1Q19 新订单同比增长 23%。一季度公司新签订单总额达到 15.19 亿元，同

比增长 23%，创过去几年一季度最好水平。在国内市场方面，公司新签订单

8.65 亿元，同比增长 31%；特别在新疆市场，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 127.3%。

在海外市场方面，公司新签订单 6.55 亿元，同比增长 14%；其中在伊拉克取

得新订单 4.58 亿元，同比增长 98%。 

在手订单总额再创新高。截止三月底，公司在手订单总额达 52.22 亿元，同

比增长 22%，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公司国内在手订单为 16.59 亿元，同比

增长 19%；海外在手订单为 35.63 亿元，同比增长 24%，其中伊拉克市场订

单为 31.98 亿元，同比增长 23%。 

订单结算收入同比增长 38%。一季度公司实现订单结算收入 6.48 亿元，同比

增长 38%。其中，国内订单结算收入 2.19 亿，同比增长 68%，海外订单结

算收入 4.29 亿元，同比增长 26%，伊拉克订单结算收入 3.69 亿元，同比增

长 102%。我们认为，随着国内业务量快速增长，以及伊拉克订单进入执行

期，公司收入规模将维持快速增长。 

需求增长将带动服务价格提升。随着国内三桶油上游资本开支增加，国内油

服业务量有了较快增长，目前新疆和四川等重点市场均存在设备及人手的短

缺，同时，对于服务队伍的工作效率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相信这将带来

服务价格的改善，带动公司毛利率的进一步提升。 

景气度上行，业绩持续高速增长。我们初步预计公司 2019E-2021E 的净利润

为 4.33 亿、5.88 亿元、和 6.96 亿，3 年 CAGR 为 34.5%。当前股价对应

2019E-2020E P/E 为 6.6x 和 4.9x，估值偏低。我们相信公司业绩持续高速

增长将带来估值修复 

风险提示：油价大幅波动；油公司资本开支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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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经要闻 

猪价 5 月或加速攀升 业内预计 2020 年涨至 25 元/公斤。自去年 8 月我国

发生非洲猪瘟（简称“非瘟”）疫情以来，截至今年 4 月 22 日，我国共发

生了 129 起非瘟疫情。目前，疫情累计捕杀生猪达到 102 万头。今年将近 4

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疫情 30 起，有 23 个省份疫情已经解除。4 月 23 日，

在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

长王俊勋给出前述数据。（新浪财经） 

乘联会：4 月乘用车零售稍有改善 零售业仍面临大压力。4 月 24 日，乘用

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以下简称“乘联会”）官网发布的周度分析显示，4 月

国内乘用车市场零售相对较强，较 3 月的走势明显改善。乘联会的报告指

出，今年 4 月第一周日均零售达到 3.5 万台，同比增长 8%，主要是因为增

值税减税因素，带来车市 3 月末销量后移至 4 月初所实现的效果。由于

2018 年 4 月的前三周走势，总体是相对偏强的特征，因此今年的 4 月表现

也并不是很强，但较 3 月的走势明显改善。（新浪财经） 

医药市场改革路线图:原研替代提速 辅助用药市场收缩。国家卫生健康委体

制改革司副司长薛海宁介绍，2018 年，国务院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行零关

税。开展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新增 17 种抗癌药进入医保目录，价格

平均降幅为 56.7%。开展抗癌药省级专项采购，共有 1714 个药品降价，平

均降幅 10%。（新浪财经） 

 

4. 公司新闻 

中信建投证券首季盈利 14.88 亿人民币 同比升 50.32%。中信建投证券

（06066-HK）公布，按中国会计准则，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第一季盈

利 14.88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上升 50.32%，每股盈利 19 分。期内，

营业收入 31.08 亿元，同比上升 13.04%。（新浪财经）  

华能国际首季盈利 26.56 亿人民币 同比增 1.14 倍。华能国际（00902-HK）

公布，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首季盈利 26.56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

比增长 1.14倍，每股盈利 16分。期内，营业收入 456.52亿元，同比升 5.15%。

（新浪财经） 

中国神华首季盈利 128.65 亿人民币 同比升 5%。 中国神华（01088-HK）

公布，首季盈利 128.65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上升 5.42%，每股盈利

64.7 分。经营收入 570.11 亿元，同比下跌 9.48%。神华首季煤炭销售量 1.05

亿吨，同比微跌 3%；总售电量 436.1 亿千瓦时，同比跌 30.2%。（新浪财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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