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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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1 2883 -0.51 -5.46 

沪深 300 1571 3935 -0.53 -3.94 

深证成指 4175 10948 -0.94 4.96 

中小板指 1862 7152 -0.99 7.84 

创业板指 1454 2118 -1.21 17.80 
 

 

   

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经济预测（市场一致预期） 

单位（%） 19/E 20/E 

GDP 6.1 5.9 

CPI 2.9 3.4 

PPI -0.3 0.1 

工业增加值 5.5 5.0 

固定投资增速 5.1 5.3 

出口增速 -0.5 0.5 
 

进口增速 -5.1 -2.0 

社消增速 8.1 8.2 
 

M2 增速 8.5 8.5 

人民币汇率 7.00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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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综指 2884  -0.51  

深证成指 10948  -0.94  

恒生指数 24400  0.05  

道琼斯工业指数 24576  1.52  

纳斯达克指数 9376  2.08  

法国 CAC40 4497  0.87  

富时 100 6067  1.08  

德国 DAX 11224  1.34  

澳洲标普 200 5573  0.24  

圣保罗指数 81320  0.71  

韩国综合指数 1990  0.46  

日经 225 20595  0.79  

俄罗斯 RTS 1225  4.10  

孟买 SENSEX30 30819  2.06  

标普 500 2972  1.67  

台湾加权指数 10908  0.44  

 

 

 

 

 

A股市场综述： 

周三，上证指数报 2883.74 点，下跌 0.51%，成交额 2691.77 亿。深

证成指报 10948.48 点，下跌 0.94%，成交额 4175.24 亿。创业板指报

2118.12 点，下跌 1.21%，成交额 1454.35 亿。两市合计成交 6867.01 亿。  

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 20.39 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入 7.65 亿元，深股

通净流入 12.74 亿元。北向资金连续 4 日净流入，净流入额分别为 11.94

亿元，34.04 亿元，36.99 亿元，20.39 亿元，合计 103.36 亿元。 

板块方面，市场在防御板块和科技板块之间来回切换，轮换快速，蹊

跷板效应明显。受 “欧盟考虑对零排放汽车免征增值税” 消息刺激，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今天高开高走，超 10 家涨停，板块尾盘有所回落。另外

考虑到西部开发这样的老国策题材都没走出持续性行情，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能否走出持续行情也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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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财经信息 

 

1、 产业资讯 

 

【国家电网发布《服务新能源发展报告 2020》】 

 

e 公司讯，5 月 20 日，国家电网发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服务新能源发展报

告 2020》，提出，加快张北-雄安特高压交流等重点工程建设，加快配套电网

工程建设；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加快储能、“互联网+”智慧能源等新能

源相关关键技术实用化研究应用。 

 

【欧盟正考虑加码政策力度，A股新能源汽车板块闻风而动】 

上海证券报讯，据外媒报道，欧盟正考虑出台多项政策鼓励车企生产清洁能

源汽车，并投资电动车基础设施。这对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无疑是重磅利

好。上述消息提振了昨日 A 股市场新能源汽车板块表现。 

  

【国家体育总局：将在全国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工作】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据国家体育总局 5 月 20 日消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体育产业的影响，促进体育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体育总

局将在全国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工作，确定一批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

形成若干促进体育消费的经验做法，推动我国体育消费规模持续增长、消费

结构不断升级，为稳就业、稳增长、促消费、惠民生做出积极贡献，印发《促

进体育消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工信部：推动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创新发展】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5月 20日消息，5月 19日，工业和

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视频会议，工

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介绍了工信部会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部（局）

省市共同推动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工作方案）》有关情况，以及推动超高清视

频产业发展的工作考虑。下一步，电子信息司将会同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落实《工作方案》任务部署，合力推动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创新发展。 

 

2、政策与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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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6月 1日起不戴头盔处罚仅限于摩托车 暂不罚电动车】 

 

财联社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信息显示，公安部密切关注安全头盔涨价

问题，公安部要求，各地要稳妥推进“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6 月 1 日

起，执法处罚的范围限定为骑乘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驾乘汽车不使用安

全带的交通违法行为。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继续开展

宣传引导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帮助群众配备安全头盔。 

 

【外汇管理局：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 推出更多外汇便利化业务】 

财联社讯，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外汇局将进

一步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推出更多外汇便利化业务，持续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更好满足贸易创新发展诉求，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全面开

放新格局。 

 

【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落实金融支持生猪生产发展各项扶持政策 促进生

猪生产加快恢复】 

 

财联社讯，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在京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各地全面落实金

融支持生猪生产发展各项扶持政策，促进生猪生产加快恢复，提高猪肉产品

供给保障能力。会议强调，当前生猪生产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稳产

保供任务依然艰巨。各地要全力抓好生猪生产恢复各项任务，加快落实各项

政策措施，用好用足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确保尽快落地见效，确保今年年底

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 

 

3、国际市场 

 

【关注联储纪要与疫情发展 道指收高 369点】 

新浪财经讯，北京时间 21 日凌晨，美股周三收高，科技股领涨。美联储 4

月会议纪要称将致力于使用所有工具支撑经济。美国 50州全部重启经济。道

指涨 369.04点，或 1.52%，报 24575.90 点；纳指涨 190.67 点，或 2.08%，

报 9375.78 点；标普 500 指数涨 48.67 点，或 1.67%，报 2971.61 点。分析

人士认为，“未来三到六周对金融市场可能非常重要，因为各州都在不同程度

重启经济。股市部分反映了重启经济的预期。”但是分析同样认为，“我们仍

相信消费者支出将比市场目前预期恢复得更慢。” 

 

【世卫组织称全球新增确诊冠状病毒病例的日增幅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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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过去 24小时世卫组织收到了

10.6万例病例的报告，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新增数量最大的一天，其中几乎

三分之二的新增病例来自于四个国家（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谭德塞

称，世卫组织将于 5月 29日启动新冠疫情技术平台；对会员国在疫苗、诊断

和药物方面“消除所有障碍”作出承诺表示欢迎。 

 

【纳斯达克证实收紧上市规则：部分国家公司上市募资额不低于 2500万美元】 

证券时报讯，5月 19日晚间，纳斯达克方面证实，关于修订上市规则的提议

已经提交了美国证交会（SEC），目前处于等待证交会批准状态。向美国证交

会提交的规则修订，主要是对部分国家公司的上市标准收紧。专业人士认为

调整后纳斯达克上市门槛在可接受范围，上市规则收紧并非针对中国公司。

纳斯达克要求来自限制性市场的拟上市公司最低募资额为 2500万美元，或者

是最低募资额达到发行完毕后公司上市市值的四分之一，满足两者最低条件。 

  

 

二、“公司重要公告 

 

【融资重组】 

 

英派斯：拟定增募资不超过 4.9 亿元，净额将全部用于“英派斯体育产业园

1.1期建设项目”。 

长安汽车：定增募资不超过 60亿元的总体方案，获“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批准。 

 

【重大事项】 

 

深交所：*ST 盐湖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连续为负值，决定公司股票自 5月 22日起暂停上市。 

昊华能源：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决定对

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ST云维：董事长罗永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 

美锦能源：拟将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飞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分拆至创业板

上市。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发生变化，且仍将维持对飞驰汽车的控

股权。 

惠伦晶体：控股股东“新疆惠伦”拟将其所持的 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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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协议转让给“安徽志道”，转让价为 13.80元/股。安徽志道与“上海

正奇”是“正奇金融”的全资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后，安徽志

道持有公司 5.94%股份，正奇金融通过上海正奇和安徽志道间接持有公司

123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65%。正奇金融为“联想控股”旗下公司，联

想控股持有其 84%股权。 

 

【生产经营】 

 

南京聚隆：股票连续三日涨停，目前公司应用于头盔的原材料产品仅有少量

销售。 

唐人神：拟投资“年出栏 100 万头生猪生态产业链项目”，总投资约 20亿元。 

银宝山新：拟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银宝压铸 40%股权。完成后，公司

仍持有银宝压铸 11%股权，其由控股子公司转为参股子公司，将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天瑞仪器：公司参与的联合体，中标“安岳县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PPP项目”，

总中标金额 7.54亿元。 

数码科技：中标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智能机顶盒供应商名录项目”，项目金

额 1.72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度营收的 16.97%。 

 

【增减持等】 

神力股份：合计持股 8.452%股东“中科江南”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盐发”、

“中科金源”、“中科虞山”计划合计减持不超过 1422.67 万股公司股份，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8.452%。 

万润股份：持股 8.27%股东“鲁银投资”计划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减持

不超过 180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98%。 

 

【其他】 

桂林旅游：因国内疫情防控态势持续向好，截止公告披露日，“银子岩景区”

和“丰鱼岩景区”已恢复运营，公司暂停运营的业务全部恢复运营。 

香梨股份：公司股票连续 4 个交易日涨停，对此，公司表示，目前公司主营

业务以果品销售和种植为主，主业经营规模较小，业务不涉及市场热点关注

的粮食及种业生产销售。关于近期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公司关注到尚无具体实施政策的落地，对公司所属行业

的生产经营预计不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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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员观点 

 

 国防军工行业 2019年报及 2020一季度业绩综述：航空、地面兵装优于

整体水平 

（报告来源：世纪证券研究所  分析师：赵晓闯   研究助理：廖泽略） 

 

1. 2019年行业营收增速低于国防支出增速 1.6个百分点。2019年国防

军工行业整体实现营业收入 4020 亿元，同比增长 5.9%；实现归母

净利润 133 亿元，同比增长 7.3%。19 年国防支出同比增加 7.5%，

行业营收增速低于国防支出增速 1.6个百分点。 

2. 盈利能力提升，现金流状况向好。2019 年行业毛利率为 17.6%，同

比提升 0.4个百分点；净利率为 3.5%，同比提升 0.6个百分点，盈

利能力提升。行业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 338亿元，同比增长 145.8%，

净现比为 2.4，是 18年的 2倍，现金流状况向好。 

3. 2020年 Q1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弱。2020年 Q1，行业整体实现营业收

入 696 亿元，同比下降 2.9%；实现归母净利润 60 亿元，同比增长

109.4%。行业归母净利润增速大于营收增速，是因为毛利率提升及

财务费率下降，行业盈利能力增强。 

4. 板块分化，不同子行业景气差异明显。在 2019年，行业开始明显分

化：航空营收同比增长 11.9%、地面兵装增长 6.6%、船舶增长 5.2%，

而航天同比下降 14.8%、信息化同比下降 9.8%。不同子行业不再维

持同向变动，景气差异明显。 

5. 建议关注航空、地面兵装景气赛道。在行业营收与国防支出增速趋

同背景下，军工行业逐渐呈现分化发展趋势。航空子行业受益于军

机补缺换代，地面兵装子行业受益于实战化练兵，同属于当前重点

发展的领域。 

6. 风险提示：国防支出不及预期、装备列装不及预期、装备研发不及

预期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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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