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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orningSection] 
宏观及策略分析 

调整如期展开，持续布局优化——A 股异动点评（联系人：宋亦威、严佩佩） 

昨日，A 股各大指数低开低走，题材股纷纷回调，市场上半个交易日弱势震荡，而午后在消息面的影响下开

始大幅下探，政策不及预期下投资者风险偏好迅速回落。上证综指在突破 3150 点的关键点位后加速下探，

最终收跌 2.43%，沪深 300 也下跌了 2.19%；而中小板和创业板跌幅相较更大，分别下跌了 2.97%和 2.84%。

成交量方面有所放量，两市全天成交 7333 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811 亿元。行业方面，申万 28 个行业

全线飘绿，其中以计算机、综合、汽车、采掘、传媒、国防军工及机械设备行业跌幅居前，均超过 4.00%；

而农林牧渔、银行、食品饮料、休闲服务行业跌幅相对较小，均小于 2.00%。 

对于昨日的市场回落，总体上是周一开启的市场调整的延续。对于当前市场而言，在一季度经济形势好于预

期的背景下，本周初召开的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了“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短期经

济政策正进入到观望期。而结合政治局会议结构性去杠杆和保持战略定力等表述，政策正转向调结构。尽管

资本市场的改革预期这一左右 A 股总体走向的核心因素并未发生变化，但在经济政策微调之时，市场进行

一定幅度的回调也属正常。考虑当前市场正进入到一季报发布的集中期，策略上短期仍以规避风险为主。对

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我们依然延续周报中的观点，合理控制仓位，在调整中寻求布局的优化，重点关注一季

度业绩改善的品种。而对于交易型投资者而言，由于指数正在迫近多个技术阻力位，如指数有进一步的调整，

则可适当博弈反弹机会。 

风险提示：经济数据不及预期，资本市场改革不及预期。 

稳中求进缺一不可  货币调控意在结构——流动性分析周报（联系人：周喜） 

本周货币市场利率继续小幅走高，截止 4 月 25 日，7 日 Shibor 利率收于 2.785%，较上周同期提升 3.5bp。 

就外围环境而言，4 月份 Markit 制造业 PMI 指数环比持平，仍为 52.4%，略好于预期的 52.2%，这进一步彰

显了美国经济的韧性，这令美联储仍可维持现状拭目以待，而市场对于年内降息的预期则居高不下，其认为

四季度降息的概率高达四成。欧元区方面，与欧债危机时外围国家经济承压不同，此次因核心国导致的经济

走弱更加令人担忧，而且经济增长的乏力或将进一步推升民粹主义，英国脱欧事项的久拖不决不仅有碍于稳

定经济预期，更为重要的是还给欧洲经济一体化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正是因为美强欧弱这一现实环境的延续，

美元指数在本周再创新高。 

就国内环境而言，在经济金融数据相继发布后，管理层根据形势的变动微调了其有关政策调控的表述。上周

末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肯定经济调控成效的同时，强调指出经济下行压力更多地来自“结构性、体制性”因

素，稳需求过程中对提升“质”的强调以及对“结构性去杠杆”和“房住不炒”的重新提及表明，“稳”初

见成效后，“进”的诉求有所提升，短期内金融供给侧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则仍是重点所在；正如上周周报

所言，“进”才是战略诉求，“稳”只是战术手段，一方面要利用“适时适度”的逆周期调节维持稳的环境，

另一方面则要时刻铭记“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央行操作方面，本周央行重启 TMLF，投放资金

2674 亿元，考虑到逆回购到期，截止周四则净回笼货币 126 亿元，央行 TMLF 投放而 OMO 回笼的操作组

合表明，央行坚持依靠创新工具进行结构调节的意图，其希望在推动宽信用形成的同时最小化副作用。 

综上所述，在国内经济呵护初见成效后，“进”的诉求明显提升，尽管在宽信用环境仍不稳健的情况下，货

币环境收缩不会出现，但更加注重结构调控令央行在重启 TMLF 的同时通过公开市场回笼货币，避免大水

漫灌。结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的重点强调，我们认为本就具备结构调节特性的财政

政策仍将作为逆周期调节的主力，期间货币调控也将依靠创新工具体现出更多的结构性特征，而且经济环境

逐步企稳则为改革这一“进”的行为提供了时间窗口。因此，我们坚持认为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基本结束，信

用利差的降低仍有空间。 

风险提示：欧美经济下行超预期 

行业专题评述 

四部委发文明确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所得税——环保公用事业行业周报――看好（联系人：



                                    晨会纪要（2019/4/2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3 of 7 

 

刘蕾） 

投资要点： 

市场表现 

近 5 个交易日内，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20%，公用事业（申万）指数下跌 4.15%，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95 个

百分点。细分子行业中，各子行业均以下跌报收，其中，水务下跌 5.16%，跌幅居首。个股方面，公用事业

板块中，豫能控股、易世达等涨幅居前；环保板块中，科融环境、巴安水务等涨幅居前。估值方面，公用事

业市盈率（TTM，剔除负值）为 21.37 倍，与上周相比下降 5.82 个百分点，相对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则

下降至 68.67%。细分子行业方面，电力、燃气、水务、环保工程及服务市盈率（TTM，剔除负值）分别为

20.37 倍、26.93 倍、22.45 倍和 24.23 倍。 

行业动态 

生态环境部部长作关于 2018 年环境状况和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四部委发布《关于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 

陕西省全面开展汾渭平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建设 

公司信息 

博天环境：联合中标约 12.6 亿元镇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PPP 项目 

中原环保：郑州污水净化公司筹划整体上市装入公司 

永清环保等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 

投资策略 

近日，生态环境部部长作关于 2018 年环境状况和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2018 年，生态环境

保护 9 项约束性指标年度目标全部完成，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面临多重

挑战。2019 年，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将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标志性战役，将打赢蓝天保卫战作为重中之

重，突出重点区域、重点指标、重点时段、重点领域防控。另外，四部委发布《关于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

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根据公告，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符合条件的从事

污染防治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所得税。目前环保行业中仅有部分企业执行高新技术企业 15%的企业所得

税税率标准，其余大部分企业尚执行 25%的税率。此次税收优惠有望切实减轻环保企业负担，更好地发挥

减税政策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支持作用，利好行业长远发展。投资策略方面，目前正值上市公司 2018

年年报以及一季报密集披露期，建议关注业绩有望超预期个股的投资机会。本周给予环保及公用事业行业“看

好”的投资评级。股票池推荐：瀚蓝环境（600323.SH）、国祯环保（300388.SZ）和先河环保（300137.SZ）。 

风险提示 

1）政策落实不及预期；2）行业竞争加剧致毛利率下滑。 

 

国家能源局发布 3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电力设备行业周报——看好（联系人：张冬明 滕飞） 

投资要点： 

一、行业要闻 

国家能源局发布 3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发改委三大举措实现一般工商业电价再降 10% 

欧洲新增风力发电场项目投资 267 亿欧元 

二、公司公告 

当升科技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 

天赐材料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 

欣旺达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 

三、走势与估值 

近 5 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20%，电气设备（申万）指数下跌 5.73%，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53 个百

分点，工控自动化（申万）跌幅居前。目前电气设备（申万）的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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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相对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为 143.0%，估值溢价率有所下降。 

四、投资策略 

光伏方面，本周多晶硅价格筑底回升，建议关注硅料龙头通威股份（600438）；风电方面，建议关注明阳智

能（601615）。明阳智能本周预中标中广核汕尾海上风电项目风力发电机组第一标段和第二标段合计超 86

亿元的合同，预中标金额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 162.4%。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确定性较强。 

动力电池方面，海外一线车企加速布局国内供应链，随着欧美汽车电动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动力电池出海节

奏也将提速。建议关注率先进入国际供应链的相关公司，推荐宁德时代（300750）、欣旺达（300207）和当

升科技（300073）。 

燃料电池方面，随着加氢站建设政策的逐步完善及未来燃料电池汽车补贴政策推出，整个产业链将迎来良好

的投资机会。我们将持续关注两类标的，一是资产实力优异，主业效益良好，燃料电池产业链相关环节已经

实现商业价值的公司，推荐美锦能源（000723），雄韬股份（002733）。二是在加氢站建设环节率先受益的公

司，推荐厚普股份（300471），滨化股份（601678）。 

风险提示：行业竞争加剧，补贴退坡致毛利率下滑，燃料电池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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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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