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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 

指数 
成交金额 

(亿元) 

收盘 

点位 

日涨跌幅 

(%) 

年初至今 

涨跌幅(%) 

上证综指 1711  2908.77 -0.81 16.64 

沪深 300 1176  3803.47 -0.83 26..33 

深证成指 2028 9268.05 -0.63 28.02 

中小板指 869  5767.17 -0.48 22.63 

创业板指 688 1573.87 0.22 25.86 
 

 

 

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经济预测（市场一致预期）：每季度更新 

单位（%） 19-3Q/E 19/E 

GDP 6.2 6.3 

CPI 1.6 2.3 

PPI -0.5 0.2 

工业增加值 5.9 5.8 

固定投资增速 5.8 5.4 

出口增速 1.2 -0.2 
 

进口增速 -2.1 -1.4 

社消增速 9.0 8.5 
 

M2增速 8.9 8.6 

人民币汇率 6.86 6.77 

本页图表的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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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  
 

证券简称 收盘价 涨跌幅% 

圣保罗指数 102126  0.31  

道琼斯工业指数 26583  -1.05  

纳斯达克指数 8111  -0.79  

标普 500 2954  -0.90  

富时 100 7585  -0.03  

法国 CAC40 5557  0.70  

德国 DAX 12253  0.53  

日经 225 21541  0.09  

韩国综合指数 2017  -0.36  
恒生指数 27566  -0.76  

澳洲标普 200 6789  -0.35  

孟买 SENSEX30 37018  -1.23  

俄罗斯 RTS 1346  -1.00  

上证综指 2909  -0.81  

深证成指 9268  -0.63  

台湾加权指数 10732  -0.85  

 

 

 

 

 

A股市场综述： 

8月 1日，上证指数报 2908.77点，下跌 0.81%；深证成指报 9268.05

点，下跌 0.63%；创业板指报 1573.87点，上涨 0.22%。两市合计成交

3739.94亿。。 

深股通净流入 1.31亿元，当日余额 517.18亿元。北向资金净流出

11.51亿元。 

板块方面，受到消息影响，黄金板块今天领跌，全天没有反弹的迹象。

猪肉、养鸡两大养殖业板块早盘拉升走强，但之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

落。锂电池板块盘中异动拉升，但并没有带动整个市场的情绪扭转。次

新股板块今日相对较强，板块内众多个股表现强势。OLED、股权转让、

化工新材料也有较强表现，但均不是市场的主流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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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财经信息 

 

1、产业资讯： 

【面对偿债压力 房企将加快去库存】 

日前，央行召开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调整优化座谈会强调，严禁消费贷

款违规用于购房，加强对银行理财、委托贷款等渠道流入房地产的资金管理。

专家表示，房企融资渠道全面收紧，加上下半年将迎来房企债券到期高峰，

房企再融资能力将面临考验。未来销售回款将是资金来源的一个主要方面，

房企可能更加重视周转率，加速去库存。 

 

【7月 A股回购金额创新高 新的回购计划仍在不断推出】 

随着二级市场的调整，A 股上市公司回购自家股票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据上

证报资讯统计，7月共有 174 家公司实施了回购操作，去年同期则不到 60家；

7 月合计回购金额超过 330 亿元，远高于前几个月不足 200 亿元的规模，创

历史新高。另据统计，今年以来，A股公司回购总额已超过 900亿元。 

 

【高值医用耗材将迎来降价：统一分类编码 集中带量采购 零差率销售】 

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眼科人工晶体……这些是人们常见的高值医用耗材。

日前，针对其价格虚高、过度使用等问题，国办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

革方案》。在 1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表

示，将通过集中采购、取消医用耗材加成等措施，挤出虚高价格水分。 

 

【2019年上半年中国游戏产业稳步发展】 

新京报：《2019年 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8月 1日发布，报告显示，今年

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1140.2 亿元，同比增长 8.6%，增速同

比提高3.4%。报告中提及，上半年我国游戏用户规模达6.4亿，同比增长5.9%。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自主研发游戏实际收入达 921.4 亿，同比增长 15.4%，

市场占有率提高至 80.8%。 

 

【瑞华在会审查项目现转机】 

21世纪经济报道：瑞华在会审查项目逐渐有了转机。8月 1日，ST新梅公告

称，根据并购重组委审议结果，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计机构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除此以外，

继峰股份并购重组事项也已经恢复审查。再融资方面，艾迪精密定增项目在

25日中止，公司在 30日申请恢复；深康佳 A与捷捷微电的非公开项目均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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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公告已递交恢复申请。 

 

2、政策与宏观：  

【2019地方经济半年报：云南增速最快 湖南、福建等 4 省名次提升】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汇总各地今年上半年数据发现，今年经济总量前 7名排名

没有发生变化，广东仍为全国第一。但是从增速看，经济黑马已经出现，云

南经济增速首次成为全国第一，告别此前重庆、贵州、西藏一度成为全国经

济最快的时期。 

 

【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9月将在美国举行】 

商务部：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9 月将在美国举行。在 9 月之前这段

时间，中美经贸团队为保持密切沟通，双方工作层将在 8月进行密集的磋商，

从而为 9 月份牵头人见面做好准备。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泰国曼谷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当地时间 8 月 1 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泰国曼谷会见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王毅表示，当务之急，美方应同中方相向而行，把中美元首共识落到

实处，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共同推进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的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各级各地相关部门正在就校园网络管控制定相关制度】 

广东教育部门强化校园网络管控，指导各地各校积极建设校园绿色网络。要

求各地各校全面排查，加强学校日常管理。同时，将配合网信部门做好对网

游、微视频监管相关工作。上海相关教育部门，也将严禁有害网游、微视频

等进入校园。7月，《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发布。8月 1日，中宣部出版局称正制定防止青少年沉迷网游办法。 

 

【加强省属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谋划】 

广东国资委 7月 30日召开党委会议。会议强调，要适时交流省属企业在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典型做法，启发省属企业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思路，

推动企业创新发展。要加强省属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谋划，推

动省属企业找准入口，在基础建设领域、新兴科技领域、基础民生领域积极

作为、率先突破，全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证券业协会拟将科创板发行定价配售能力纳入明年的证券公司分类评价】 

证券业协会日前就《证券公司科创板发行定价配售能力专项评价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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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行业征求意见，并拟纳入明年的证券公司分类评价。指标设计上，分为合

规性指标、专业性指标两大类，其中，专业性指标又包含了对券商承销组织

能力、定价能力、配售能力的考核。例如，主承销的项目中止发行或发行失

败的，每个项目扣 0.5分；凡出现首日破发 20%以上的，每个项目扣 0.25分。 

 

3、国际市场： 

【9月 1日起，美国将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关税】 

来自彭博社的消息，当地时间 8月 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从 9 月

1 日起对价值 30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关税。目前已有 2,500 亿

美元的中国产品被加征 25%关税。与此同时，旨在缓解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

之间紧张关系的贸易谈判仍在继续 

 

【MSCI再度调整中国 A股的纳入因子比例】 

MSCI 官网发布消息称，8 月指数季度调整将于欧洲中部时间(夏令时)8 月 7

日公布结果。该指数调整结果将于 8月 27日收盘后正式生效。根据此前公布

的方案，MSCI 将在 8月的指数季度调整中将中国大盘 A 股的纳入因子由 10%

提升至 15%。 

 

【美国是否出面调停日益恶化的韩日贸易纠纷备受关注】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当地时间 8月 2日下午 4时，

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谈。韩美外长会谈结束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也将参加美

日韩三国外长会谈。美国是否出面调停日益恶化的韩日贸易纠纷备受关注。

据悉，日本将于 8 月 2 日当地时间上午十点举行国务会议，决定是否将韩国

移出贸易“白色清单”。 

 

【韩国最新贸易数据表现不佳】 

韩国贸易部发布 7月贸易数据显示，该国 7月进口额同比下降 2.7%，预估为

下降 8.1%；7月贸易顺差为 24.4亿美元；芯片出口额同比下降 28.1%，芯片

出口量增长 14.9%。其中，对中国出口下降 16.3%；对美国出口下降 0.7%；

对欧盟出口增长 0.3%。 

 

 

公司重要公告 

 

【电子】 

 大族激光：信披不规范遭责令整改 欧洲研发中心或出售 8月 1日，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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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质疑，大族激光发布了澄清公告，再次补充解释在瑞士英格堡成

立研发运营中心的原因、具有酒店功能的原因以及工程进度以及运营中

心定位问题。同日，深圳证监局对大族激光下发《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深圳证监局明确大族激光存在重大购置财产项目未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重大购置财产项目信息披露不准确、不及时等问题，要求做出整改措施。 

 

【电力电气】 

 福能股份：拟向控股股东收购宁德核电 10%股权，2日复牌。 

 华光股份：拟 12.85亿元投建下属惠联电厂提标扩容项目。 

 

【地产物流】 

 新宁物流：与京邦达及天翼物联签订 5G物联网战略合作协议。 

 

【建筑装饰】 

 *ST美丽：上半年扭亏为盈实现净利 1023万元。 

 

【金融】 

 华鑫股份：子公司华鑫证券 1亿元增资华鑫投资。 

 

【汽车】 

 长鹰信质：控股子公司天宇长鹰签署 7.8亿元订货合同。 

 

【化工】 

 ST南化：上半年营收同比增 284%，净利扭亏。 

 

【农林牧渔】 

*ST 雏鹰：8月 1日晚公告，公司股票已连续 2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均低于股

票面值(即 1元)，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8 月 2 日(周五)开市起停牌，

深交所自公司股票停牌起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

定。 

 

【医药生物】 

 金域医学：上半年净利 1.72亿元，同比增 79%。 

 通策医疗：上半年净利 2亿元同比增 54%。 

 戴维医疗：新产品婴儿 T组合复苏器获医疗器械注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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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观点 

 

 益丰药房（603939.SH）深度研究报告——专于精细化管理、成

长确定性高的药店龙头 

（世纪证券于 2019 年 08 月 01 日发布, 分析师：梁希民，执业证书号：

S1030510120001；研究助理：陈静萱） 

 

1．区域连锁药店龙头，在多地区取得领先地位。公司从湖南起家，凭借经

营模式的不断创新、战略投资者的资本助力、围绕中层的股权激励计划，已

逐渐形成品牌、规模及精细化管理优势，并在华中华东华北多地取得领先地

位。公司已连续五年在中国药品零售企业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排名第五位，

2018年获得中国药品零售企业竞争力排行榜盈利力冠军。 

 

2．药店领域景气度持续向好，益丰等头部药店将充分享受行业成长红利。

主要由两大逻辑支撑：一是短期在严监管和资本推动下，行业集中度提升加

速趋势明显，二是长期处方外流将带来至少一倍的增量市场空间，药店有望

成最大药品销售终端。结合药店现状和日本医药分家经验看，有资金实力、

专业药房（DTP、院边店）布局较好的头部药店将充分受益。 

 

3．凭借出色的精细化管理力优势加速扩张，同店、新开店及并购店三轮驱

动未来成长。基于药店主流盈利模式，益丰以出色的精细化管理能力为核心

竞争力，成功走上高质、高效的“内生外延”并重扩张之路，规模效应日益

凸显。未来公司的成长驱动力依旧由同店、新开店及并购店三轮驱动，公司

从客流量、客品数、品单价和利润率等角度出发，对三类新老门店的运营体

系进行优化，最终达到业绩持续高增长（同店优化、并购店改善和新建店迅

速盈利）的目的。 

 

4．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预计 2019-2021年 EPS为 1.52/2.04/ 2.62 元，对

应动态市盈率为 46/34/27 倍。公司作为区域连锁药店龙头，有望享受最大

化的黄金发展期的行业红利；基于出色的精细化管理能力和并购整合能力，

公司对其运营管理体系不断优化，使老店、新开店和并购店均能持续增长驱

动成长，股权激励考核方案均进一步加强其业绩确定性，公司理应享有一定

的溢价。首次给予“增持”评级。 

 

5．风险提示。行业政策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商誉减值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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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在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本报告中的内容和

意见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任何人均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

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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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涨跌幅相对于同期

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于同

期沪深 300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 

买    入：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20%以上； 
强于大市：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10%以上； 

中    性：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 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 10%以上。 

增    持：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    性：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卖    出： 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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