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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news] 
【财经新闻】 

 日本内阁批准将韩国踢出“白名单” 

 把脉市场风格，基金打磨科创板交易策略 

 全国多座城市房贷利率“触底反弹” 

 多地出台量化指标促知识产权转化 

【国都策略视点】 

 关税威胁的冲击逐步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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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8.77  -0.81  

沪深300 3803.47  -0.83  

深证成指 9268.05  -0.63  

中小板综 8796.66  -0.51  

恒生指数 27565.70  -0.76  

恒生中国企业指

数 10621.57  -0.50  

恒生沪深港通

AH股溢价 129.62  -0.45  

标普500 2953.56  -0.90  

纳斯达克指数 8111.12  -0.79  

MSCI新兴市场 1024.5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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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14  1.77  

2 电子 4136.18  0.03  

3 化工 2300.26  0.01  

4 公用事业 1115.39  -0.11  

5 机械设备 2089.38  -0.13  
 
[table_Global]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商品 收盘 涨跌% 

纽约原油 54.49  -5.87  

纽约期金 1457.50  2.20  

伦敦期铜 5865.00  -1.26  

伦敦期铝 1777.00  -1.22  

波罗的海干散货 181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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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内阁批准将韩国踢出“白名单” 

【Wind】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日本内阁批准将韩国踢出“白名单”，8 月 28 日起生效；贸易控制措施不是对抗手

段，是从日本国家安全的立场考虑；不认为这会影响全球供应链和国内企业；出口商仍可以使用特殊批量许可证。 

 把脉市场风格，基金打磨科创板交易策略 

【中国证券报】8 月 1 日，科创板首批 25 只股票再度迎来上涨，平均涨幅达 7.47%。目前科创板进入平稳运行阶段。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已有部分公募机构积极参与科创板二级市场交易。多位公募机构基金经理表示，科创板除了打

新和战略配售之外，二级市场的交易机会也非常重要，作为机构投资者应当通过积极参与，了解科创板市场“脾性”。下

一步，基金机构将通过优选个股，选择恰当时点，寻求科创板二级市场更多的机会。 

 全国多座城市房贷利率“触底反弹” 

【证券时报】在“房住不炒”的调控基调下，市场消息指出，经历大约半年的连续下调后，一些地方的房贷利率近期出现

回弹趋势，南京、苏州、青岛等多地的房贷利率近期均有所上浮。其中，已经连续出手升级楼市调控的苏州，房贷利率在 6、

7 月也连续上浮，二套房贷款未还清的客户，多数银行要求贷款利率较基准上浮 30%。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监测数据

显示，6 月份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423%，相当于基准利率 1.107 倍，环比上涨 0.14%；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75%，

环比上涨 0.01%。有分析人士表示，目前从房贷市场的表现看，自 6 月起全国范围内多个城市房贷利率掉头向上，尤其是房

地产热门的二线城市。下半年银行的信贷资金普遍比上半年紧张，再加上热门城市的房地产调控等因素影响，预计接下来

可能有更多城市和银行加入到房贷利率上调的大军中。  

 多地出台量化指标促知识产权转化 

【经济参考报】 地方政策红利正密集加码，力促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据不完全统计，近一个月以来已有江苏、四川、湖南、

山东等多地方出台支持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政策举措，并提出具体的量化指标。其中，山东提出核心专利技术落地转化最

高可获百万元支持，江苏常州设置 1 亿元知识产权质押专项贷款。此外，知识产权证券化也将迎来新突破，我国首单纯专

利权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也或将于近期发行。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支持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以拓宽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双创”企业获得贷款

渠道。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正在抓紧推进质押融资政策文件，重点优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体系。 

【国都策略视点】 

 策略晨报：关税威胁的冲击逐步弱化 

1、短期促发市场波动加剧因素：三大预期差修正 

随着 722 科创板正式开板交易上市，新板运行平稳交易活跃，首批个股估值数倍于中小创板可比公司，比价效应如期

提振 A 股反弹；723 起的六个交易日 A 股主要指数普遍六连阳，累计温和反弹 2.5-4.5%。 

A 股小幅反弹后，近期随着中央政治局会议、美联储议息会议两大预期揭晓，如我们之前提示，最终预期差或将成为

近期市场走势的关键变量因素，而密集预期差或使得短期市场波动加剧。以上两大最终预期差——部分市场对于国内逆周

期调节力度加码或以传统基建+楼市刺激经济预期落空、对于美联储开启长期降息周期的预期落空，短期对市场有一定震荡

调整压力。 

此外，第三大突发预期差为中美经贸关系再度面临恶化风险；美方突然威胁全面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风险升级，

预期由近期的首脑会晤达成共识、经贸摩擦缓和、磋商落实，突然转至美方全面征收关税的扩大升级，将进一步加大短期

市场震荡压力。 

受特朗普威胁新关税措施，隔夜全球金融市场宽幅震荡，美国三大股指振幅均在 2.5%附近并连续两日大跌 1%附近，国

际原油暴跌 7%附近，美元指数自两年多高位回落，离岸人民币大跌至近九个月新低 6.96 附近；避险需求升温，推动日元、

黄金大涨。 

2、美方新的贸易加税影响：市场冲击逐步弱化 

昨夜特朗普突然威胁宣布下月起升级中美贸易战、加征剩余 3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 10%关税，并威胁称若中美谈判继续

陷入僵局，新关税税率或提高至 25%。受此出人意料的威胁言论影响，隔夜国际市场避险情绪上升，不确定性风险短期会

冲击市场。然而，基于市场的反复消化与提前适应、新关税范围主要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生活消费品，市场冲击逐步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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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对经贸摩擦已提前适应并部分消化。18 年中美经贸争端的持久战，市场已对双方的博弈策略、贸易实际影响及

大国关系调整等学习适应较为充分，且国内逆周期政策等对冲性举措有望续力，中国深化硬骨头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的

决心与力度加强，以我为主、稳中求进的战略定力保持不变；中长期有望切换至高质量发展模式，预计对近期市场的二次

冲击有限。 

2）新关税范围主要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生活消费品。此次威胁新加征的 3000 亿美元关税范围，主要集中于附加值较

低的生活消费品（衣服、家居商品、农畜产品、手机、电脑等消费品，但不包括药品、精选医疗产品、稀土材料与关键矿

物等），而去年 2000 亿美元加税范围主要为化学制品类、金属类，机械机电，电子通讯、纺织品类、轻工业类等工业品类

偏多。 

3）此外，下半年美国当局政府面临经济放缓、大选及金融波动等内部压力，或逐步软化谈判立场。近两年美国经济形

势独好、就业持续改善，美股屡创新高，特朗普政府内部压力较小，因而使得美方在全球经贸谈判立场强硬；然而，19 下

半年美国当局政府将面临经济放缓、大选预热及金融波动等内部压力，或促使其逐步软化谈判立场，极限施压无效后，或

能与中方达成次优方案的经贸协定。 

当然，中美经贸关系与磋商前景的不确定或拉长底部震荡时间。美方再次单方面突然宣布全面加征关税，缺乏基本的

谈判诚意与忽视中方核心关切，极限施压为当前双方谈判制造障碍，增添了最终协议文本的达成难度与时长。在中美最终

达成协议文本前，经贸摩擦的不确定性担忧挥之不去，将压制市场修复反弹动力与空间，并拉长底部区间震荡时长。 

3、近期市场展望：短期预期差修正扰动后，仍具备反弹催化剂 

此前半个月压制 A 股反弹的因素主要包括：房地产信托融资收紧、宏观及上市公司的中期数据披露在即、个别消费与

科技白马股业绩下滑甚至财务质疑时有发生、非银金融系统踩雷事件不断及科创板首批企业上市交易在即等经济、业绩及

资金因素担忧发酵等。以上担忧因素已在前期市场调整中逐步消化，且部分利空因素正缓解或修正。 

短期受以上三大预期差扰动，7 月下旬启动的温和反弹或暂时中止，但近期 A 股面临科创板改革激活效应、国际指数

扩容提升 A 股纳入范围与因子，中长线资金逢低布局动力充足，预计 A 股短期预期差修正扰动后，以下两大催化剂有望驱

动 A 股底部反弹。 

主要风险：中美经贸关系反复、海外市场震荡及中小金融机构信用收缩等风险。 

【港股与美股】 

 

 

 

 

[table_stkpooltrend] 
【沪深股市当日重大事项交易提示】 

 

【新股发行】 
[table_newapp] 新股名称 申购时间 申购代码 申购价格 网上发行申购上限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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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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