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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大对地方财政支持，提高保基本

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能力。 

 五部委：对关键核心技术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给予长期支持 

 中办、国办：鼓励发展重大环保装备融资租赁，研究探索对排污权交易进

行抵质押融资。 

 今年前两个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2230 亿元，其中专项债券 9498 亿

元，近七成投向基建，医疗卫生领域增长较为明显。 

 石化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表示，年内将编制完成《石油和化学工业“十四

五”发展规划》，未来将严控新建和扩建炼油项目。 

 财政部：减税降费方面还会有新政策出台。 

 工信部：各地通信管理局要组织基础电信企业持续加大宽带网络和 4G/5G

基站建设力。 

 维生素 B1 报价 325 元/公斤，较上月上涨 105.70%。 

【行业及公司要闻】 

 国常会支持快递物流业、再推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 

 我国将加快提高环保装备水平、龙头企业前景广阔 

 发改委部署一批铁路建设项目、行业景气度望提升 

 华为 5G 基站 PA 订单明显增长、GaN 工艺需求即将爆发 

要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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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大麻 CBD 管制或放松、千亿级市场受关注 

 全球多家央行推进数字货币研究、相关公司有望受益 

 音飞储存（603066）实控人变更为景德镇国资委，3 月 4 日复牌。 

 克明面业（002661）家庭消费需求旺盛，2020 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40%

至 80%。 

 双塔食品（002481）拟定增募资 21.5 亿，用于万吨白蛋白提取综合加工等

项目。 

 东风汽车（600006）收到 2 亿元政府补助。 

 英科医疗（300677）拟投资 8.24 亿元扩建高端医用手套等项目。 

 景嘉微（300474）子公司景美与神州数码签署采购合作框架协议。景美提

供给神州数码图形处理器及显卡产品，神州数码可以“中国大陆地区经销

商”的名义在包括网络销售渠道在内的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景美的产品。 

 

    

 

【山证传媒】2019 年图书行业年度复盘：零售市场码洋

规模突破千亿，头部优势明显 

徐雪洁  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书零售市场 2019复盘：1）2019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达到 1022.7

亿元，同比增长 14.40%，新书品种继续缩减，2019 年为 19.4 万种，同比减少

6.70%，新书定价依旧延续上升态势，全年中位数为 45元。少儿类图书稳固市场

重要品类地位的同时，社科类图书在 2019 年增长迅速，成为图书码洋规模第一

研报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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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品类。2）实体书店与网络书店的差异化更加明显，网店渠道占比继续扩大近

70%，码洋规模增长 24.90%；大型实体书店销售降幅放缓，中型书店增速回升至

0.99%，三线城市书店销售同样转为正向增长。3）头部图书码洋贡献率不断提升，

虚构与童书畅销榜继续延续上半年固化态势，TOP10 中并无 2019 年上市新书，

多数新书销量与改编影视作品热映呈现相关性；非虚构畅销中以上市 3年内的图

书居多。 

图书市场未来趋势分析：1）头部销售码洋贡献度集中、长尾更长趋势不断

加强，上游图书策划及出版商有望建立在信息化系统基础上对新书品种的缩减和

产品线塑造的进行考量，下游销售终端除依托畅销图书带动整体销量外，实施精

准营销策略将是关键。2）低线城市图书成交增长迅猛，但消费能力并未充分释

放，消费潜力不可忽视；渠道下沉短期内或将驱动线上折扣走低，长期来看小镇

青年对图书内容与品质的要求将不断提升而对折扣的关注度有望降低，带动如中

高端童书等品类下沉市场销量增长。3）微信小程序、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的

发展，使得阅读推广渠道不断丰富，预计未来图书线上营销的普及程度和多元化

模式会不断加强，出版商、书店、作者及数字阅读运营商等市场参与者有望充分

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联动构建品牌与内容营销矩阵推动销售。 

投资建议：2019 年整个图书市场依旧维持较高的景气度，长期来看图书消

费作兼具娱乐与学习属性，具有一定的刚性需求，在需求带动与供给端聚焦精品

的双重驱动下有望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和发展。2019 年出版发行板块整体业绩

稳健，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90.20 亿元，同比增长 1.10%，实现归母净利润

94.56 亿元，同比增长 1.90%；持续看好图书板块，在新书贡献下降、经典畅销

图书长销稳健，一般图书市场中具有领先地位的头部书商优势凸显，关注中国出

版、中南传媒、凤凰传媒、中文传媒、新华文轩、中信出版、新经典等。 

风险提示：图书销量下滑；盗版侵权风险；知识产权纠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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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交易日沪深市场分时走势图   

 

两市冲高回落 科技股仍有整理要求 

盘面特征： 

    周二，受隔夜美股暴涨刺激，沪深两市股指双双大幅高开，随后震荡走高，

创业板盘中大涨近5%，临近午盘股指涨幅收窄，午后继续回落。截至收盘，沪

指涨幅0.74%，报2992.90点，成交4471亿元；深成指涨幅0.90%，报11484.2点，

成交7290亿元；创业板指涨幅1.78%，报2173.35点，成交2445亿元。盘面上，计

算机、医药、国防军工、综合金融、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等板块涨幅居前，建材、

通信等板块调整。 

后市研判：  

后市看，两市今日整体呈现冲高回落格局，昨日引领大盘大幅反弹的基建板

块今日未能延续强势，而盘中热点较为散乱，早盘领涨的计算机板块午后明显回

落，体现出沪指在 3000点整数关、创业板在前期高点附近有明显的压力。技术

上，沪指日线级别 K线站上 10日均线，但 5日均线尚未拐头，同级别 KDJ指标

低位反弹金叉未形成，开口缩小，MACD开口向上红柱微幅放大。60分钟、30分

钟探底回升，但量能不够，同级别 KDJ高位钝化后向下调整，预计指数有修整需

求。总体上，经过连续上涨，创业板春节后已经走出一波技术性牛市。政策利好

大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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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流动性是推动市场不断上涨的主要因素。市场连续上涨后积累了大量的获利

筹码，尤其是创业板短线涨幅接近 30%，有调整需求，而科技股这条行情主线在

近两日反弹中未能起到主导作用，短线的震荡整理仍将继续。操作上，适当控制

仓位等待低吸的机会。 

南京证券研究所 朱海文 

行业指数涨幅前五名  行业指数涨幅后五名  

行业 
涨跌幅 

(%) 
领涨股票 行业 

涨跌幅 

(%) 
领跌股票 

计算机 2.56 依米康 建材 -0.47 秀强股份 

医药 2.32 九安医疗 通信 -0.46 新易盛 

国防军工 1.92 航发科技 房地产 0.02 金科股份 

综合金融 1.75 新力金融 银行 0.18 贵阳银行 

食品饮料 1.42 双塔食品 消费者服务 0.19 科斯伍德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美国和香港股市  

重要海外指数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道琼斯指数 25917.41 
-2.94 

纳斯达克 
8684.09 -2.99 

标普 500 3003.37 -2.81 

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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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数 
26284.82 -0.03 

恒生国企指数 10485.16 0.00 

商品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NYMEX 原油（美元/桶） 
47.10 0.75 

COMEX 黄金(美元/盎司) 1641.6 2.93 

LME3 月铜(美元/吨) 
5660.0 -0.70 

LME3 月铝(美元/吨) 
1728.0 0.64 

LME3 月锌(美元/吨) 
1988.5 -1.71 

外汇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美元/人民币(询价) 6.9492 -0.19 

欧元/美元 1.117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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