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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Table_ViewpointTitle] 
核心观点 

周二，海外疫情继续快速扩散，预计目前全球有超 9 万人被感染。

七国集团财长发表联合声明，应对疫情保证经济增长，澳大利亚

和马来西亚率先降息，美联储也采取紧急降息 50BP，但仍然没有

阻止住美股下跌，预计全球将进入降息时期。 

我国流动性目前总体保持充裕，2 月新增信贷和社融规模预计在

1.1、2 万亿左右，同比大幅增长。近期央行通过公开市场逐步收

回短期流动性，逆回购连续多日到期收回。货币市场利率保持低

位运行，DR007 再度跌破 2%，与逆回购利率倒挂，表明金融市场

流动性维持充裕，同时市场也预期利率继续下行。 

周二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聚焦“六稳”，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逐步转向稳增长，努力保持全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目前，各省基建项目在加紧施工，14 地公布今年重点项目清单，

总投资额超 23 万亿，预计总投资额有望继续提升。 

总体看，随着基建开工、消费的逐步恢复，我国经济将逐步恢复

正常发展。海外市场的疫情扩散，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影响也有

机遇。行业配置方面，基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韧性，关注低估值未

来业绩增长较确定的消费、基建产业链、地产产业链等，尤其是

将进入业绩期的优质公司。 

周二科技部等五部委发文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先进电子、云计算、

高端医疗等重大科技领域，加强“从 0 到 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

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中长期看好科技主线，关注 5G 产业链、

消费电子、新能源车、半导体、国产替代等科技产业。 

 

 

[Table_NewsTitle] 
财经要闻 

◆ 解码 A 股“钱潮”：大类资产轮动开启新周期 

◆ 政策利率调降窗口开启 

◆ 各级财政安排疫情防控资金超千亿元 

◆ 对接融资需求 券商为企业抗疫复工注入金融力量 

 

 

[Table_ InternalMarket] 国内市场表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幅% 

上证指数 2992.90  0.74% 

深证成指 11484.21  0.90% 

沪深 300 4091.36  0.53% 

中小板指 7563.93  0.71% 

创业板指 2173.35  1.78% 

上证 50 2921.44  0.47% 

上证 180 8643.95  0.60% 

上证基金 6531.27  0.36% 

国债指数 179.54  0.02% 

 

[Table_ ExternalMarket] 国际市场表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幅％ 

道琼斯 25917.41  -2.94% 

S&P500 3003.37  -2.81% 

纳斯达克 8684.09  -2.99% 

日经 225 21082.73  -1.22% 

恒生指数 26284.82  -0.03% 

美元指数 97.5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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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ViewpointDetail] 
核心观点 

市场回顾 

周二，三大指数冲高回落，截至收盘，沪指报 2992点，涨 0.74%，成交额为 4470亿元；

深成指报 11484点，涨 0.90%，成交额为 7289亿元；创指报 2173点，涨 1.78%。两市

成交额 1.17 万亿元，较前日放大，连续 10 日破万亿。两市上涨 2642家，涨停 115家，

下跌 975家，跌停 0家，个股涨多跌少，资金开始稍显谨慎。北向资金净流入 5亿元，

连续 2日净流入。从盘面看，医疗废物处理、转基因、电子发票板块居板块涨幅榜前

列，养殖板块居板块跌幅榜前列。 

周二，美联储紧急降息 50个基点，美股再次暴跌，道指跌近 800点。截止收盘，标普

500指数跌 2.81%，道指跌 2.94%，纳指跌 2.99%。 

今日观点 

周二，海外疫情继续快速扩散，预计目前全球有超 9万人被感染。七国集团财长发表

联合声明，应对疫情保证经济增长，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率先降息，美联储也采取紧

急降息 50BP，但仍然没有阻止住美股下跌，预计全球将进入降息时期。 

我国流动性目前总体保持充裕，2月新增信贷和社融规模预计在 1.1、2万亿左右，同

比大幅增长。近期央行通过公开市场逐步收回短期流动性，逆回购连续多日到期收回。

货币市场利率保持低位运行，DR007再度跌破 2%，与逆回购利率倒挂，表明金融市场

流动性维持充裕，同时市场也预期利率继续下行。 

周二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聚焦“六稳”，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转向

稳增长，努力保持全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目前，各省基建项目在加紧施工，14地

公布今年重点项目清单，总投资额超 23万亿，预计总投资额有望继续提升。 

总体看，随着基建开工、消费的逐步恢复，我国经济将逐步恢复正常发展。海外市场

的疫情扩散，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影响也有机遇。行业配置方面，基于中国经济的发

展韧性，关注低估值未来业绩增长较确定的消费、基建产业链、地产产业链等，尤其

是将进入业绩期的优质公司。 

周二科技部等五部委发文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先进电子、云计算、高端医疗等重大科

技领域，加强“从 0到 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中长期看好科

技主线，关注 5G产业链、消费电子、新能源车、半导体、国产替代等科技产业。 

 

策略研究小组：徐飞 执业证书编号：S0270520010001 

 

[Table_NewsDetail] 
财经要闻 

解码A股“钱潮”：大类资产轮动开启新周期 

3月2日，一则FOF发行“爆款”的消息震动了基金业——限售20亿元的兴全优选进取三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确认配售比例为17.65%。以此推算，3月2日一天，

这只新FOF吸金113.29亿元。这个现象让上海某大型基金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张婷(化名)

难以理解。“FOF买的是基金，不是直接买股票，竟然也有百亿资金抢购，只能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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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真的是有些疯狂了。”她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投资者的这股狂买劲儿不理智？多

数人惊叹之时，基金经理已接受了一个事实：境内大类资产配置向A股轮动刚刚开始，

且正处于从被动向主动的良性演进之中。这即是A股资金面“钱潮”滚滚的真实密码

（中国证券报）。 

政策利率调降窗口开启 

一天之内，三家海外央行宣布降息。没有预热，新一轮宽松浪潮扑面而来，降息成为

普遍选择。这与国内支持经济发展、压降融资成本的货币政策诉求不谋而合，而近期

市场利率常态化低位运行已为政策利率适时调降做好铺垫，公开市场操作继续“降息”

内外条件已成熟（中国证券报）。 

各级财政安排疫情防控资金超千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3月3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3月2日，

各级财政安排的疫情防控资金已经达到1087.5亿元。财税部门多位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政策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三

项社会保险阶段性降费实施后，预计2020年可以减轻企业负担5100多亿元（中国证券

报）。 

对接融资需求 券商为企业抗疫复工注入金融力量 

在实体企业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金融力量提供了重要支撑。春节后，不少企业先后通

过债券融资等渠道募集资金支持一线抗疫工作。券商投行也积极发挥专业优势，通过

协调和承销疫情防控债等方式，及时高效地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支持（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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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执业态度，独立、

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

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制作及发布。 

本晨会纪要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晨会纪要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同时，本公司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

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晨会纪要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本公司会适时更新我

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除了一些定期出版的报告之外，绝大多数研究报告是在分析

师认为适当的时候不定期地发布。 

在任何情况下，本晨会纪要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

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

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晨会纪要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

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晨会纪要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过去的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表

现，未来的回报也无法保证，投资者可能会损失本金。外汇汇率波动有可能对某些投资的价值或价格或来

自这一投资的收入产生不良影响。 

那些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在任

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晨会纪要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

行承担风险。 

本晨会纪要主要以电子版形式分发，间或也会辅以印刷品形式分发，所有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

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发或公开传播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

将报告内容作为诉讼、仲裁、传媒所引用之证明或依据，不得用于营利或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用途。 

如需引用、刊发或转载本报告，需注明出处为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

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未经我方许可而引用、刊发或转载本报告的,引起法律后果和造成我公司经济

损失的,概由对方承担,我公司保留追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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