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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news] 
【财经新闻】 

 北京证监局将对券商在科创板开市前进行现场检查 

 民企融资现状：今年比去年好一点，还没有完全缓过来 

 油价升破 75 美元 

 “超级猪周期”对通胀影响或弱于预期 

【国都策略视点】 

 沪深两市大幅下挫，短期开始盘整 

【港股与美股】 

【沪深股市当日重大事项交易提示】 

【新股发行】 

【在发基金】 

【限售股解禁】 

 

 

昨日市场 

[table_yesmarket]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 

上证综指 3123.83  -2.43  

沪深300 3941.82  -2.19  

深证成指 9907.62  -3.21  

中小板综 9740.91  -3.47  

恒生指数 29549.80  -0.86  

恒生中国企业指

数 11502.04  -1.39  

恒生沪深港通

AH股溢价 125.66  -0.40  

标普500 2926.17  -0.04  

纳斯达克指数 8118.68  0.21  

MSCI新兴市场 1076.71  -0.72  
 
[table_aindustry] 昨日 A 股行业 

排名 行业名称 
成交量 

(百万) 
涨跌% 

1 农林牧渔 2813.84  -0.78  

2 银行 2127.53  -1.07  

3 食品饮料 1170.48  -1.82  

4 休闲服务 297.58  -1.89  

5 医药生物 3734.70  -2.09  
 
[table_Global]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商品 收盘 涨跌% 

纽约原油 65.09  -1.05  

纽约期金 1279.30  0.12  

伦敦期铜 6346.00  -1.48  

伦敦期铝 1858.50  -0.69  

波罗的海干散货 869.00  2.24  
 

[table_latestreport] 近期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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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content] 
【财经新闻】 

 北京证监局将对券商在科创板开市前进行现场检查 

【券商中国】券商中国记者获悉，北京证监局近日对辖区内券商下发《关于配合上交所做好科创板相关准备工作的通知》

（简称“通知”），对各券商在保荐承销、交易、客户管理等各方面的重要关注点提出最新要求。比如，要求各券商建立

由董事长、总经理牵头负责的科创板准备工作内部评估机制。 

随着科创板的脚步临近，北京证监局近日向辖区内各证券公司下发了通知，对券商在保荐承销、交易、客户管理、内部控

制等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提出严格要求，第一是各家券商应配合注册审核要求，认真做好发行、定价准备工作；第二是严

把“开户”关，做实风险揭示；第三是做好系统及业务流程改造和联调联测；第四是建立内部评估机制等。 

四条要求中有两条都涉及了两融风险风控。在客户管理环节，监管要求券商要强化客户资金来源核查，严防“垫资开户”、

捆绑刚开通融资融券交易权限等违规行为发生。从业人员应做实风险揭示，把科创板的风险特征向客户讲清讲透，禁止诱

导客户从事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相匹配的交易。在交易环节，证券公司应做好各项业务流程和技术系统的调整完善，特别

要关注市价订单结算风险控制、融资融券信用违约风险控制等系统调整，能否适应科创板股票的交易要求。 

通知中还强调，券商要加强信息系统容量管理，防止科创板开通后因容量不足导致系统运行缓慢甚至中断。 

中证协日前向券商发布的《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征求意见稿）中要求承销商应充分发挥三道内控防

线作用，其中路演推介过程须全程录音，发行定价环节向发行人、承销商及其他知悉报价信息的人员提出十一项禁止行为，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应当由主承销商及承销团其他成员的证券分析师独立撰写，且不能预测具体价格等规定，都是这份征求

意见稿的亮点。北京证监局在通知的第一条就提到，券商应严守三道内控防线。尤其是，科创研究团队向投资者提供定价

参考时，定价配售中重点关注长期投资者报价情况，充分考虑发行人的长远利益。另类投资子公司参与跟投应保持决策的

独立性，与保荐业务之间形成有效的相互制衡。 

 民企融资现状：今年比去年好一点，还没有完全缓过来 

【中国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调研了解到，大型民营企业贷款综合成本目前在 7%左右，中型企业在 7%-8%，小型企

业更高。在针对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政策组合拳不断的背景下，国有大行开始在小微企业信贷投放上发力，倒逼

城商行整体利率水平下降。一些中小银行开始不断提高服务差异性，如有的银行在主动研究新产品、提高抵押率等。不过，

非银机构对民企态度仍较谨慎。信托公司基本没有针对民营工商企业的主动管理型融资。中低评级的民企发债仍然比较困

难，机构投资者在投资民企债上仍有顾虑。 

 油价升破 75 美元 

【中国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报道，在本轮大宗商品上涨行情中，原油表现尤为亮眼。2018 年 12 月下旬以来，布伦特原油期

货主力合约累计涨幅超 50%；同期，国内能源类期货品种紧随其后，A 股石油石化板块表现则稍显逊色。分析人士表示，

短期地缘局势因素将减少原油供给，页岩油投资下降将减少今年页岩油产量增速，若 OPEC 减产量能够得到维持，后市油

价有望继续抬升，进而可能为相关个股带来提振。   

 “超级猪周期”对通胀影响或弱于预期 

【证券时报】证券时报头版刊文称，不期而至的“非洲猪瘟”使得新一轮猪周期提前到来，一些机构测算，猪价大涨会强

力拉动 CPI 上升，一旦 CPI 向上接近 3%，或将导致货币政策收紧。但考虑到猪价与 CPI 相关关系减弱、“非洲猪瘟”逐渐

缓解和预期推动下供应增长等因素，可以发现如今“二师兄”已没有了当年的威风，本轮猪周期对通胀影响可能会弱于市

场预期。 

虽然历史上每一轮猪价大涨都会带动通胀上行，但影响呈现逐渐减弱态势。猪价对通胀拉动效应在 2007～2008 年和 2010～

2011 年的两轮猪周期尤为显著。2016 年国家统计局对 CPI 构成分类及相应权重作了调整，猪价权重被降至 2.5%左右。在此

之后，2015 年至 2016 年的猪周期中，猪价对通胀带动幅度降低，猪价波动与 CPI 猪肉分项之间的相关性也逐渐减弱。虽然

历史上每一轮猪价大涨都会带动通胀上行，但影响呈现逐渐减弱态势。猪价对通胀拉动效应在 2007～2008 年和 2010～2011

年的两轮猪周期尤为显著。2016 年国家统计局对 CPI 构成分类及相应权重作了调整，猪价权重被降至 2.5%左右。在此之后，

2015 年至 2016 年的猪周期中，猪价对通胀带动幅度降低，猪价波动与 CPI 猪肉分项之间的相关性也逐渐减弱。 

价格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价格上涨不是来自于货币推动，某一种商品价格脉冲式上涨，很难对整体通胀形成加速效

应。今年一季度，央行货币政策始终坚持不搞大水漫灌，M2 增速总体适度，即使短期猪价上涨推升 CPI，也不具备全面持

续高通胀的条件。近几日，决策层的政策宣示透露出货币政策保持平稳的信号，比如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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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季度例会重提要把好货币供给总

闸门。这些变化意味着，货币供应没有“想象空间”。 

农产品价格变化可由“蛛网理论”解释：当期供给决定当期价格，当期价格决定下期供给。本轮猪周期之所以被冠上“超

级”二字，原因是非洲猪瘟疫苗研发至今未有突破，生猪存栏量屡创新低且同比增速持续下降，市场预期猪价将快速上升，

价格也将创新高，且持续时间大概率超过以往。按照“蛛网理论”，熨平猪周期得从尽快增加供给上想办法，目前可以观

察到政策火力已经比较集中。 

农业农村部近期密集表态，明确四季度活猪价格将突破 2016 年历史高点。官方不仅给出了猪价上涨幅度的预期值，还划定

了猪价创新高的预期时间，这样的举动很少见。如此表态，传递出养猪盈利水平将持续向好的明确信号，意在鼓励养殖户

增加补栏。最近一次农业农村部表态还发生了新的变化，提出非洲猪瘟对整个生猪产业的冲击非常严重，这意味着官方对

待“猪瘟”影响经济的警惕提升，重视程度提升将有利于疫情防控。所谓“猪无半年贵”，生猪市场走出“非洲猪瘟”的

速度，或许会同疫情来临时一样，快到出乎意料。 

【国都策略视点】 

 策略晨报：沪深两市大幅下挫，短期开始盘整 

一、市场回顾：沪深两市大幅下挫。 

昨日 A 股收盘，上证综指（-2.43%），深证成指（-3.21.%）；两市合计成交 7330 亿元，环比放量 12%。风格方面，小

盘股跌幅居前；行业方面，银行、保险、农林、酿酒等相对抗跌；石油、煤炭、机械、汽车、环保、传媒、TMT 等多数板

块跌幅较大。中国央行回应货币政策时称以前没有放松，现在也谈不上收紧；要抓紧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

率的政策框架；民生银行回应涉“复杂交易”：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合规合法经营。 

欧美股市整体下跌。昨日，美股方面，道指（-0.51%）、纳斯达克（+0.21%）；欧洲方面，富时 100（-0.50%），法国

CAC40（-0.33%），德国 DAX（-0.25%）。NYMEX 油价下跌 1.18%。 

二、资金角度研判一：近期增量变存量，调仓换股博取α收益 

1、机构资金仓位已快速上升至高位，近期增量变存量。去年底起，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缓和、美联储政策转鸽及此前国

内系列逆周期调节政策的落实、资本市场功能的战略定位等内外环境的改善，国内外机构资金经历了快速净流入与加仓阶

段，成为近几年内少有的增量资金入场阶段。统计公募、私募的仓位变化，及陆股通北上资金净流入规模，粗略测算去年

底至今三大机构共流入约 6000 亿元的增量资金，同时近两个半月内的两融杠杆资金累计增加 2650 亿元。综合判断，当前

机构基金加仓空间已不大，短期市场资金驱动力由增量变存量为主；两市成交额也由此前的 1 万亿元高位附近，4 月 9 日至

今已显著回落逾两成至 7900 亿元附近。 

2、三重窗口期叠加，进一步引发短期震荡盘整压力。年初迄今，农林牧渔、计算机、食品饮料、非银金融、家电、建

材、电子、通信等几大板块以 56-40%的涨幅居前，显著修复后短期或需释放获利回吐压力。同时，经过前期快速修复反弹

后，各板块纵向、横向估值相对位置各异，同时当前正处于经济基本面预期改善、宏观政策预期波动降温、上市公司业绩

密集检验等三重窗口期叠加，将进一步促使机构资金调仓换股，近期指数或需释放震荡盘整压力。 

3、近期优化持仓配置，后续或主要集中于公司基本面改善预期、估值安全边际较高的α收益。 

三、资金角度研判二：中长线资金仍有增量，绩优蓝筹与科技白马的风格占优 

1、外资、保险资金仍有较大加仓空间。（1）加大引入境内外中长线资金以培育价值投资者，为 19 年资本市场三大任

务之一，已得到有效快速落实；我国资本双向开放正快速有序推进，明晟、富时罗素、标普等国际指数公司已相继宣布纳

入并扩大 A 股纳入因子，预计 19 年境外资金净流入 A 股规模可达 6000 亿元附近。同时，监管层将进一步加大国内养老金、

保险资金、职业年金等中长线资金的规范入市，预计 19 年国内中长线资金净流入规模可达 4000 亿元附近。（2）前期银保

监会再度明确表示鼓励保险公司使用长久期账户资金，增持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险资加仓股票与基金的空间较大，

若保守险资余额 8%增速、二级市场的证券基金投资占比 13%测算，预计 19 年险资入市增量资金逾 3000 亿元。 

2、中期内绩优蓝筹与科技白马风格占优。中长期内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增量资金上升，且年内 5、6、8、9、11 月国

际指数体系相继提升或纳入 A 股，预计中长线机构资金仍将为 A 股重要的增量资金；预计主题炒作趋势降温，而价值投资

有望重夺话语权。 

四、配置建议：短期把握经济企稳下的绩优蓝筹，中期聚焦改革与创新新红利。 

1、近中期重点布局经济企稳预期下的周期蓝筹及业绩超预期的绩优蓝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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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把握经济企稳改善预期下的周期板块修复行情，重点板块包括汽车、房地产及家居装饰、银行、化工、建筑

（订单指数回暖且月底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加持）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阶段

补涨动能较足。（2）此外，结合四月年报一季报披露高峰窗口期，重点布局近期业绩稳增长甚至超预期绩优蓝筹、中期存

量结构优化强者恒强的行业龙头，包括代表中国全球核心竞争力的家电、工程机械、基建，及内需市场广阔的估值偏低的

品牌消费股，如乳制品、养殖、新家居日用品、白酒、文化旅游健康等品牌消费与服务商，有望获得持续流入的中长线资

金重点配置。 

2、中长线聚焦改革开放新红利与中国创新驱动主力。建议中长线重点布局：（1）从科创板实施、金融供给侧改革重

点服务对象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自动驾驶、高端装备等代表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动

力，在当前估值仍处于历史偏低位置下，有望迎来趋势性估值修复行情；（2）受益于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与金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非银金融及金融科技板块（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科技），尤其是头部或特色金融上市公司。 

五、主要风险：消费通胀阶段超预期上涨、中美经贸谈判曲折及海外市场震荡等超预期风险。 

 

【港股与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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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基金】 
[table_newfund] 

在发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投资目标分类 发行日期 

    

    
 

【限售股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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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证券投资评级 

国都证券行业投资评级的类别、级别定义 

类别 级别 定义 

投资 

评级 

推荐 行业基本面向好，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跑赢综合指数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跟随综合指数 

回避 行业基本面向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跑输综合指数 

 

国都证券公司投资评级的类别、级别定义 

类别 级别 定义 

投资 

评级 

强烈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在 15%以上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在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变动幅度介于±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跌幅在 5%以上 

 

免责声明 

国都证券研究所及研究员在预测证券品种的走势或对投资证券的可行性提出建议时，在研究所和研究员知情的范围内本公

司、本人以及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人与所评价或推荐的证券不存在利害关系。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或国都证券研究所研究员实地调研所取得的信息，国都证券研究所及其研究员不对这些信

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国都证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持有报告所涉及的证券品种并进行交易，也有可能为这些公司提

供相关服务。本报告中所有观点与建议仅供参考，根据本报告作出投资所导致的任何后果与公司及研究员无关，投资者据此操作，

风险自负。 

本报告版权归国都证券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送、发布、复制。 

 

[tbl_users]  

 
[tbl_users] 国都证券研究员及其研究行业一览表 

研究员 研究领域 E-mail 研究员 研究领域 E-mail 

肖世俊 研究管理、策略研究 xiaoshijun@guodu.com 王树宝 汽车环保 wangshubao@guodu.com 

王双 化工 wangshuang@guodu.com 苏国印 通讯、电子 suguoyin@guodu.com 

于伯菲 房地产 yubofei@guodu.com 李树峰 传媒、互联网 lishufeng@guodu.com 

陆星挺 家电、电力设备 luxingting@guodu.com 白姣姣 食品饮料 baijiaojiao@guodu.com 

李兰 宏观、金融 Lilan@guodu.com 朱天辉 机械、军工 zhutianhui@guodu.com 

黄翱 计算机、电子 huangao@guodu.com 韩保倩 光伏风电、商贸、交运物流 hanbaoqian@guodu.com 

时应超 新材料、新技术 shiyingchao@guodu.com 傅达理 医药生物、医疗服务 fudali@guo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