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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收盘点位 
涨跌（%） 

一日  五日 年  

沪深 300 4109.72 -0.71 1.62 0.32 

上证指数 2961.52 -0.61 0.76 -2.91 

中小板指 7814.55 -0.64 2.62 17.82 

创业板综 2628.48 -0.42 3.09 24.91 

恒生指数 24301.28 -1.01 -1.39 -13.79 

日经 225 21995.04 -2.30 -1.97 -7.02 

标普 500 3053.24 1.47 -2.07 -5.50 

道琼斯 25595.80 2.32 -1.65 -10.31 

纳斯达克 9874.15 1.20 -1.81 10.05 

法 CAC40 4945.46 0.73 -0.07 -17.27 

德国 DAX 12232.12 1.18 -0.25 -7.68 

英 FTSE 6225.77 1.08 -0.30 -17.46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指标 收盘价 
涨跌（%） 

一日  五日 年 

美元指数 

 

97.50 0.04 0.32 1.33 

7.08 0.36 -0.13 3.00 

1.12 0.14 -0.15 -1.16 

1784.73 0.25 1.16 26.35 

1794.00 2.57 15.15 32.50 

29.76 -6.00 -7.23 -46.86 

29.84 -6.69 -6.69 -52.23   

人民币汇率 

欧元-美元 

黄金现货 

BDI 

WTI原油 

BRENT原油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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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点 
           

金融工程 

 沪深盘整，两融小增——融资融券周报第 406 期 

上周沪深两市盘整。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0.98%，期末余额为

11416.25 亿元。我们计算出的市场相对多空强度指标从前期的

3.34bp 降至 1.88bp。（刘轩）       

行业研究 

 通信行业：卫星互联网建设开启，低轨卫星产业链全面受益 

新基建之卫星互联网行业专题报告（吴彤，胡浩淼） 

 国防军工行业：北斗赋能智能网联汽车，强势开拓北斗消费级市

场 

国防军工周报（吴彤，胡浩淼） 

 非银行金融行业：竞争将加剧，彰显打造航母级投行决心——关

于财新报道银行获取券商牌照新闻的专题评析 

（刘文强，张永） 

 非银行金融行业：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2020 年

下半年券商行业投资策略报告 

（刘文强，张永） 

 建材行业：长城证券-建材行业 2020 年中期策略报告：风起云涌，

各尽其能 

长城证券-建材行业 2020 年中期策略报告：风起云涌，各尽其能

（濮阳） 

 建材行业：20200628 长城建材-建材行业周观点：海南河北河南

地方水泥排放标准今年上调，有望抑制行业供给 

20200628 长城建材-建材行业周观点：海南河北河南地方水泥排放

标准今年上调，有望抑制行业供给（濮阳） 

 非银行金融行业：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保险行

业 2020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报告 

投资端面临长期利率下行压力，寿险在多因素驱动下持续改善，

产险增速靠非车拉动，龙头聚集明显。（刘文强，张文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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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 
 

 沪深盘整，两融小增——融资融券周报第 406 期 

  上周市场回顾：上周沪深两市盘整。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0.98%，期末余额为 11416.25 亿元。沪深两市的两

融余额差值为 617.91 亿元，较前期的 624.26 亿元减少 1.02%。 

  个股情况：我们计算出的市场相对多空强度指标从前期的 3.34bp 降至 1.88bp，下降 1.46 个 bp，个股多空强

度整体有所下降。我们测算的相对多空强度指标按各市场板块从高到低分别为科创板从前期的 17.35bp 降至

10.41bp，下降 6.95 个 bp；创业板从前期的 6.32bp 降至 6.00bp，下降 0.32 个 bp；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 8.52bp 降

至 1.67bp，下降 6.84 个 bp；深市主板从前期的 4.81bp 降至 1.64bp，下降 3.17 个 bp；沪市主板从前期的 1.23bp

升至 1.37bp，上升 0.14 个 bp。本期融资净流入的个股有 794 支，较前期减少 142 个个股。 

  ETF情况：上周ETF两融市场没有标的变动，92支ETF的两融余额加总达到了1373.07亿元，较前期的1360.57

亿元增加 0.92%。 

  风险提示： 

股市下跌的系统性风险。 

两融交易热度下行风险。 

个券两融交易的杠杆投资风险。 

个券两融交易流动性风险。 

（证券分析师：刘轩（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2080002））  
  

  

行业与个股 
 

行业研究： 
 

 通信行业：卫星互联网建设开启，低轨卫星产业链全面受益 

卫星互联建设开启，协同 5G 推进万物互联：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推进，特别是人类活动边界的不断扩张，传统网

络连接的局限性凸显，尤其是陆基通信解决方案无法经济的连接到所有应用场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航

空业的进步，低轨道小型宽带卫星星座具备建设条件，并成为传统路基通信在众多应用场景中的重要补充：1）

补齐网络孤岛市场空间潜力巨大：目前飞机、邮轮等交通运输互联网连接在我国并没有完全普及。如果全部飞

机皆提供互联网服务，按比例将有约 1.5 亿人次的潜在用户。另外，全球仍有近半数人口未能实现互联网连接，

加之前往岛屿，高山等人迹罕至地区的旅游、科考、工作人员联网和车联网需求，卫星互联网潜在市场空间巨

大。2）满足金融等时延要求较高的行业需求：金融交易特别是高频交易对网络延迟的要求非常高，据统计每 1ms

的时延可造成 4 百万美元损失。由于卫星采用电磁波直接通信，在较远距离通信中将可获得比光纤更低的时延，

因此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卫星通信在金融交易领域的应用或成为主流。无论是从理论或是实际应用上，低轨宽

带卫星系统将更多地定位于陆基通信特别是蜂窝移动通信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国内多项目同步精进，产业盛宴即将开启：在国家政策利好以及相关应用的驱动下，我国低轨卫星起步迅速

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国民营火箭公司在 2015 年前后大量涌现，商业航天企业完成了从卫星设计研制、火箭

研制发射到卫星在轨运营及商业化应用的“从 0 到 1”，商业航天企业生态正在逐渐完善。国家重点航空工程的

介入以及鸿雁、虹云两大工程的起步，有望集合国家的力量实现低轨道卫星星座项目的率先突破，复制北斗星



pWOAcXgYqUnNsObR9R8OmOpPmOpPeRoOoQjMnOrR7NoOxOwMqNrNwMt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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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系统的快速建设和应用推广。我们预计，未来国家航天将进入新的赛道，商业价值将与研发速度和技术进步

同样重要。各国政策倾斜、全球资本青睐、商业航天多个项目崛起，全球天基基础设施建设、卫星互联网建设

或迎来新一轮竞赛。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方兴未艾，已经成为除美国外第二位航空企业领导者，同时国家牵头项

目有望提供充足的资金并快速完善相关产业链。因此，我们建议关注商业航天产业和卫星基础建设，如北斗系

统、卫星互联网等产业链。 

 

  投资建议：随着卫星制造技术、火箭发射、卫星通信、卫星终端制造等技术的快速进步，低轨道、高带宽卫

星星座的建设已经成为可能。人类活动边界以及联网场景的持续扩张，具备全天候高速大通量联网能力的卫星

移动通信将补齐传统通信的最后一环，并将开启千亿市场空间。卫星发射以及制造等环节目前主要由航天科技

和航天科工等国有企业主导，随着政策进一步放开，商业低轨卫星星座需求增长，上游产业链商业化空间较大。

因此，我们认为低轨卫星上、中游建设端或将最先受益。我们建议关注航空航天上游关键材料提供商菲利华，

毫米波通信技术领先企业和而泰。 

 

  产业化方面，我国在星基物联方面与全球领先国家保持同步，在国家层面将低轨卫星系统写入“新基建”规

划，并推动虹云、鸿雁两大系统的领先建设，通过国家的力量加快产业链的成熟，为更多民营商用企业的进入

打下基础。我们认为随着低轨卫星产业上游技术成熟，国家队和民营企业相继发星和组网，下游将会催生新的

配套需求。地面终端、卫星系统运营等环节有望受益。建议关注领先布局卫星配套地面通信系统的海能达、亚

洲卫星通信第二大运营商中国卫通。 

 

  低轨卫星将与北斗系统、天通系统和其他中高轨卫星共同组成卫星互联网，实现天地一体化和通导一体化。

低轨卫星通信与 5G 并无冲突和竞争，它们相互补充融合、相互赋能，有助于实现全球网络无缝覆盖和最终的万

物互联。多技术融合将催生下游更多应用场景崛起，我们建议关注北斗卫星产业龙头海格通信。另外，低轨宽

带卫星建设将会驱动产业链机会，相关产业链将重点受益，建议关注产业链具备领先先发布局优势的企业，包

括：上游制造中国卫星等；元器件配套亚光科技、振华科技等；卫星终端领域的华力创通、振芯科技、杰赛科

技等；地面卫星天线领域的盛路通信、星网宇达等。 

 

  风险提示：技术发展不及预期，产业链成熟相对较晚；商业化应用不及预期，产业生态培育不足；物联网发

展不及预期；经济下行风险叠加疫情影响国内融资环境的风险；中美贸易争端影响国内产业环境的风险。 

（证券分析师：吴彤（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20030004）;联系人：胡浩淼（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050060）） 

 国防军工行业：北斗赋能智能网联汽车，强势开拓北斗消费级市场 

行情回顾：本周中信国防军工指数涨跌幅 0.12%，位列 29 个一级板块涨跌幅第 13 位。国防军工三级行业中,国

防军工、兵器兵装、航空军工、航天军工及其他军工涨跌互现，涨跌幅分别为 0.12%、0.96%、1.22%、-1.10%

及 0.02%。目前中信军工一级行业 PE 在 62X 左右。 

 

  6 月 17 日，广汽新能源宣布发布全球首款北斗高精度定位智能车并正式上市：依托千寻位置提供的北斗高精

度时空智能服务，“下一代智能 SUV”广汽新能源埃安 V 的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可以实时识别车道，行驶更加

安全、可靠。据广汽新能源方面介绍，车道级定位能力可以帮助埃安 V 自动驾驶系统 ADiGO3.0 准确判断设计

运行区域(ODD)，决定自动驾驶功能在合适的时候进行交接。在相对定位方案失效的情况下，比如车道线不规则、

车道线短暂覆盖、道路无明显标志物、弯道曲率过大，埃安 V 依然能够根据准确的卫星定位和高精度地图数据，

进行自动驾驶功能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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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有望保持高增长趋势：根据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统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已有 64 款 L2 级别自动驾驶产品投入市场，其中 2019 年投放车型占比达到 78%，同比增长 74%。各品牌加快

L2 级产品上市节奏，L2 产品上市规模连续两年保持高速增长，从 2017 年的 1 款车型、2018 年的 13 款车型上升

至 2019 年的 50 款。我们认为，虽然智能网联汽车车型上市规模保持较快增长，但因为市场规模仍然很小，高

速增长态势有望延续。价格方面，L2 级别自动驾驶配置不再是豪华车的专利，自主品牌取得投放量的优势，产

品向 15 万元以下市场下沉。另外，15 万元以上的 L2 市场主要由合资品牌把持，其继续加大 15 万元以上市场切

入力度，作为 L2 级别技术导入重点。 

 

  北斗高精度时空服务助力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落地：在大多数的车联网应用场景中，通常需要通过多种技术的

融合来实现精准定位，包括 GNSS、无线电（例如蜂窝网、局域网等）、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以及高精度地图。

其中，GNSS 或其差分补偿 RTK（Real-time Kinematic）是最基本的定位方法。根据 IMT-2020 (5G)推进组调查，

车企对辅助自动驾驶定位要求通常在 0.5m-1m 内，对于自动驾驶定位需求在 10cm-20cm 之间。在国内而言，北

斗卫星的定位精度测量值是在 4~5m 的水平，高程 5~6m 的精度水平，和 GPS 卫星的定位精度相仿。利用地面基

站，根据千寻北斗数据，北斗高精度定位误差可达到 0.1m，可满足大部分车企自动驾驶定位需求。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19 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为 2572.1 万辆和 2576.9 万辆，其中乘用车共销售 2144.4

万辆，汽车保有量超 2.6 亿辆。巨大的汽车市场为车联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高精度导航设备市场

的成本据《车辆高精度定位白皮书》统计在 3 万元左右。然而，在星地基增强系统一体化建成后以及导航终端

芯片化集成后，高精度导航设备技术方案有望得到简化，当其形成规模优势后，成本将降到汽车市场认可的量

产价格。据 IMT-2020 (5G)推进组预计，2020 年中国 V2X 用户将超 4000 万，若按 30%需求实现高精度定位能力，

高精度终端每台售价 1 万去估算，市场规模将达到 1200 亿元。 

 

  投资建议：由于北斗导航卫星具备精密定位、厘米级导航、授时、地基增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同时也不受

环境和天气影响，有望帮助实现自动驾驶的技术突破。同时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能够基于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提

供的高精度定位服务，并结合惯导等技术，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位置与姿态的感知信息，当车辆前方路段出现

状况时，北斗卫星能够提前预判并向车辆输送信息，结合车辆自身运算能力，共同保障导航信息的高精度与可

靠性，进而实现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智能操控。在北斗三号系统完成组网前，北斗已批量应用于部分乘用车，根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的数据，2018 年北斗 GNSS 兼容乘用车前装智能车载终端推广近 200 万台，在

国内 10 多个汽车生产企业 30 多个车型实现了批量应用。未来，随着技术成熟和多项相关产品陆续落地，更多

智能网联汽车或将搭载北斗。 

 

  北斗三号导航系统已完成部署，产业重点将向中下游转移，我们认为北斗与多技术、多产业融合将撬动较大

潜力市场。北斗高精度可支持亚米级精度定位，未来有望广泛运用于大众应用，智能网联汽车或将成为其首先

发力领域之一，北斗应用有望在消费级市场迈向“标配化”发展的新阶段。建议关注高精度地图相关标的四维

图新、司南导航，和北斗高精度相关公司海格通信、中海达、司南导航、北斗星通、振芯科技。 

 

  风险提示：订单不达预期；产能释放有限；军费增速下降；疫情影响行业产能；国企改革不及预期；国防现

代化进程不及预期；卫星互联网建设不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吴彤（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20030004）;联系人：胡浩淼（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05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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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银行金融行业：竞争将加剧，彰显打造航母级投行决心——关于财新报道银行获取券商牌照新闻的专题评析 

近期，财新周刊援引权威人士消息称，证监会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或将从几大商业银行中选取至少

两家试点设立券商。打破固有的分业监管模式一直被认为是大势所趋，2015 年 A 股出现极端行情前就有过相关

讨论，证监会方面也正式向工行发出邀请，希望由工行率先试点。由于当时相关法律对混业经营均有明确限制，

有关部门也一直在讨论相关限制法条的修订，但因极端行情而被搁置。而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关于新闻做了回复，

明确阐述到发展高质量投资银行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发展决策部署的需要，也是推进和扩大直接融

资的重要手段。关于如何推进，有多种路径选择，现尚在讨论中。不管通过何种方式，都不会对现有行业格局

形成大的冲击。 

此次新闻报道事项若属实，预计混业提速。也彰显高层剑指做大资本市场，促进行业竞争发展的决心。目前银

行要进入证券业，在证监会方面没有阻碍，需要银保监会在法律层面推动修改《商业银行法》第 43 条。需要解

决法律障碍或特事特办。预计未来将会更多的银行、企业机构参控股证券公司，有助于证券公司补充资本，助

力行业竞争发展与创新发展，长期看有助于提高行业估值水平。 

（证券分析师：刘文强（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7110001）;联系人：张永（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090027）） 

 非银行金融行业：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2020 年下半年券商行业投资策略报告 

宏观经济与政策、行业政策及交易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叠加会助力券商股取得显著的超额收益。仅交易量的放大

无法为券商板块带来显著超额收益。政策面，2020 年改革深化之年， 行业政策加速供给。高层在近期的陆家

嘴金融论坛上再次向市场发出重磅声音，强调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健全鼓励中长期资金开展价值投资

的制度体系。流动性方面，央行创新工具直面经济次生风险，房住不炒背景下，M2 社融增速走高将形成一定流

动性冗余。考虑到逆周期政策催化、外部风险冲击扰动有限、企业盈利逐步修复，冗余资金流入股市概率较高。

注册制等政策的推行及相对充裕的流动性将打开券商的业绩提升空间，当前上市券商估值当前处于历史低位，

PB 估值为 1.48，位于历史 1/4 分位数以下，配置价值较高。监管层推动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鼓励保险资金、

全国社保基金、养老金、职业年金、外资等扩大入市规模。 叠加券商股权新规实施，行业估值有望提升。我们

在前期的系列报告中，多次提出行业并购整合下估值提升的论断与推演。随着核心竞争能力转向资本实力、风

险定价能力、机构平台和金融科技运用，券商强者恒强的竞争格局将加剧，预计分化会进一步凸显。 

（证券分析师：刘文强（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7110001）;联系人：张永（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090027）） 

 建材行业：长城证券-建材行业 2020 年中期策略报告：风起云涌，各尽其能 

行情回顾：年初至今建材指数跑赢大盘指数。今年年初至今，创业板指、申万建材指数、万得全 A、上证综指分

别上涨 32.5%、7.4%、5.9%、-2.3%。今年年初至今，建材细分领域中，其他建材、玻璃指数分别上涨 25.1%、

9.6%，领跑建材指数。今年年初至今，在玻璃、玻纤、管材、耐火材料指数上涨中，业绩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水泥、其他建材指数上涨主要是因为估值的增长。 

水泥板块：预计全年基建投资增速 13%，拉动后续水泥价格中枢上行。 

 4 月下旬水泥价格达到阶段性底部，伴随疫情复苏，价格出现反弹；5 月底至今，伴随雨季来临，水泥价格

有所回调。截止 6 月 24 日，全国水泥价格指数 143.1 点，周环比下降 1.6%，月环比下降 3.7%，同比下降 3.0%。 

 投资建议：看好雨季结束后，水泥价格中枢上行。从历史数据来看，水泥价格水平与申万水泥指数相对收

益相关性较好。考虑到专项债快速增长和抗疫特别国债发行，预计全年基建投资增速 13%。基建需求占水泥下

游需求的三到四成，而由于减量置换要求，全年水泥产能增速有限，因此预计全年水泥需求增速大于供给增速。

近期水泥价格有所回调，伴随雨季结束，看好后续水泥价格中枢上行。建议关注优质水泥标的：华新水泥、海

螺水泥、塔牌集团、天山股份、万年青等。 

玻璃板块：年初至今产能收缩显著，关注后续冷修产线复产进度 

 年初至今玻璃在产产能下降 4.2%，供给收缩推动行业景气度上升。玻璃产量增速与房屋施工增速相关性较

好，房住不炒政策思路延续，房地产投资维持韧性。截止 6 月 26 日，浮法玻璃在产产能比去年年底下降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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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3 月到 6 月，沙河停产 5 条生产线（3950 吨/日），占去年年底产能的 2.5%。 

 前期冷修产线近期逐步复产。6 月 20 日当周湖南桂阳家兴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600 吨点火复产。湖南巨强微

晶玻璃一线 400 吨点火复产。天津信义玻璃一线 1000 吨点火复产。后期部分地区生产线还有继续冷修复产的计

划。浙江福莱特二线 600 吨正在冷修，计划 7 月份点火。信义在张家港新建的生产线目前进展不快，预计 6 月

末点火的难度比较大。安徽冠盛蓝玻二线预计 7-8 月份左右点火，正在冷修过程中。河南中联搬迁线 600 吨和山

西神木瑞诚二线 600 吨都计划在 6 月末左右点火投产。 

 4 月 30 日玻璃价格指数达到低点，此后反弹至今。截止 6 月 24 日，玻璃期货活跃合约收盘价 1484.0 元/吨，

周环比上升 2.6%，月环比上升 8.8%，同比下降 0.3%。截止 6 月 24 日，中国玻璃价格指数 1083.8 点，周环比上

升 1.4%，月环比上升 6.9%，同比下降 1.5%。 

 年初至今重质纯碱均价同比下降 24.2%，而中国玻璃价格指数均价仅下降 1.2%。截止 6 月 23 日，全国重质

纯碱市场价 1264.0 元/吨，周环比下降 0.6%，月环比下降 1.7%，同比下降 29.5%。而截止 6 月 24 日，中国玻璃

价格指数 1083.8 点，周环比上升 1.4%，月环比上升 6.9%，同比下降 1.5%。 

 投资建议：上半年产能收缩显著，原材料成本降幅较大。从历史数据来看，玻璃价格水平与旗滨集团相对

收益相关性较好。今年玻璃在产产能下降 4.2%，供给收缩推动行业景气度上升，后续关注前期冷修产线复产进

度。4 月 30 日后，玻璃价格水平反弹至今；年初至今重质纯碱均价同比下降 24.2%，有助于降低原材料成本。

建议关注优质玻璃标的：旗滨集团、南玻 A 等。 

B 端 C 端建材：竣工端转暖，B 端市场助力龙头提升市场份额 

 防水建材：建议关注东方雨虹。今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防水卷材产量、防水建材行业收入、防水建材行

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15.7%、15.8%、33.0%。前三大 500 强房地产开发企业防水材料类品牌首选率从 2014 年的

46%上升到 2020 年的 63%，其中东方雨虹增长首选率从 27%上升到 36%。 

 瓷砖：建议关注蒙娜丽莎、帝欧家居。2020 年 5 月，全国陶瓷砖产量同比下降 4.1%，前 5 个月同比下降 8.5%。

蒙娜丽莎、欧神诺 500 强房地产开发企业防水材料类品牌首选率靠前，2020 年分别达到 17%、14%。 

减隔震板块：行业市场空间巨大，政策有望释放下游需求 

 受启发于云南建筑减隔震市场发展，其他省市也要求强制或优先使用隔震技术。山西、甘肃、山东、新疆、

四川、海南、合肥等省市也开始对部分地区（主要是抗震设防烈度 8 度及以上地区）的学校、医院等建筑物强

制或优先使用隔震技术。其中，山西、甘肃对学校和医院为强制使用；山东对学校和三级医院为强制使用；新

疆自 2016 年起，具备条件的房屋、市政工程等建筑物强制使用；四川、海南对学校和医院为优先使用；合肥市

对于重大医疗用建筑强制使用，学校优先使用。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震安科技、天铁股份。 

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上涨或超预期；下游需求或低于预期；环保政策或出现反复；行业竞争加剧等 

（证券分析师：濮阳（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9050001）） 

 建材行业：20200628 长城建材-建材行业周观点：海南河北河南地方水泥排放标准今年上调，有望抑制行业供给 

本周关注：海南河北河南地方水泥排放标准今年上调，有望抑制行业供给 

6 月 23 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海南省水泥工业污染控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意

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0 日。 

海南省水泥行业现状：海南省境内现有 15 家水泥企业，其中水泥熟料生产企业 4 家，水泥粉磨企业 11 家，年产

水泥 2500 万吨。水泥企业污染源排放的颗粒物、SO2、NOx 占海南省工业企业污染源排放总量比重相对较大，

是海南重点监控污染企业。海南省水泥原料矿山钙含量低、硫含量高，其原料的成分特点决定了省内水泥生产

企业污染物排放水平与内地不同。目前海南省水泥企业执行国家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2013），该标准主要规定了国家水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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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中的污染物排放限值相对宽松，不利于海南省实现“到 2035 年生态环境质量和资

源利用效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发展目标”，且在实际环境管理过程中，海南省内水泥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波动

较大、多数企业存在短时超标现象。 

新的海南省水泥工业排放标准拟在 2022 年年初起执行。现有企业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 GB4915，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自新标准颁布之日起，新建企业执行新规定的

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 

今年提标的省份除了海南省外，还有河北省、河南省，新的排放标准均高于重点地区的国家标准。新的海南省

水泥工业排放标准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标准分别为 10、100、200mg/m3，高于重点地区的

国家标准（20/100/320）。除了海南省外，今年提标的省份还有河北、河南。2020 年 3 月 13 日，河北省发布《水

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7-2020)：2020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新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标准分别为 10、30、50mg/m3；2020 年 5 月 13 日，河南省发布《水

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 1953-2020)：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新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标准分别为 10、35、100mg/m3。 

各地水泥排放标准趋严，有助于限制落后产能，提升行业集中度，建议关注优质水泥标的：华新水泥、海螺水

泥、上峰水泥、塔牌集团等优质标的。 

板块涨跌幅：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0.4%、创业板指上涨 2.7%、万得全 A 上涨 0.8%、建筑材料（申万）下跌 1.4%。

建材行业细分领域中，玻璃、水泥、耐火材料、管材、其他建材指数分别上涨+3.7%、-1.3%、-3.0%、+0.2%、-2.2% 

个股涨幅前五：福莱特(+16.5%)、先锋新材(+13.0%)、金晶科技(+9.6%)、红宇新材(+8.0%)、秀强股份(+7.1%) 

个股跌幅前五：万里石(-12.2%)、垒知集团(-10.6%)、蒙娜丽莎(-9.1%)、中航三鑫(-8.8%)、豫金刚石(-7.4%) 

各版块估值情况：管材、耐火材料估值处于 2015 年至今底部。1）水泥：水泥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为 9.66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7.32 倍~32.91 倍；水泥申万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1.60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

净率区间为 1.18 倍~2.73 倍。2）玻璃：玻璃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为 26.28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

为 13.77 倍~120.81 倍；玻璃申万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2.09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率区间为 1.25 倍~4.83 倍。3）

管材：管材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为 21.37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19.68 倍~87.81 倍；管材申万

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2.28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率区间为 1.99 倍~5.87 倍。4）耐火材料：耐火材料申万指数最

新 TTM 市盈率为 16.25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13.61 倍~218.07 倍；耐火材料申万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1.64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率区间为 1.42 倍~6.11 倍。5）其他建材：其他建材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为

42.33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17.02 倍~94.69 倍；其他建材申万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3.50 倍，2015 年

年初至今市净率区间为 2.07 倍~7.72 倍。 

重点数据跟踪：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周环比下降 1.6%，进入下降通道。玻璃现货价格周环比上升 1.4%，继续维持

上行。动力煤价周环比持平；重质纯碱市场价周环比下降 0.6%。前 5 月房地产销售、新开工下滑幅度继续收窄。 

行业动态：1）陶业要闻摘要：2020 年陶瓷行业发展基本形势。2）中国水泥网：未来 15 天大雨磅礴，水泥价格

何时上涨 3）中国环境报：河北“真金白银”支持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4）中国水泥网：多省发布错峰生产

措施，涉及商砼、运输、施工。 

（证券分析师：濮阳（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9050001）） 

 非银行金融行业：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保险行业 2020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报告 

要点 1：投资端：逆周期调整基本面复苏，长端利率仍面临下行压力 

2020 上半年，险资在疫情背景下仍动作活跃，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和行业资产总额双增长，权益市场频繁举牌港

股布局海外市场，彰显低利率环境下相对高股息股票的吸引力。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不断走低，4 月 8 日跌破 2.5%，

之后有所回升，长端利率下行趋势使险企盈利与估值有所承压，各上市险企增提准备金压缩了净利润，险企估

值有待持续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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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2：寿险：多因素驱动下负债端持续改善 

上市险企代理人发展策略由扩量转变为提质，预计代理人规模稳中有升、人均产能稳步增长。叠加今年疫情影

响下险企对代理人线上业务的高度重视，科技赋能将使具备金融科技优势的险企获得长期价值。代理人转型策

略有望为寿险行业持续增长助添动力。产品策略方面，各险企的保障型业务将持续发力，有助于险企业务结构

改善，提升价值率。伴随居民保障意识的强化和监管层面的积极引导，健康险业务有望成为保险业新的增长点。

政策方面，重疾定义修改结合新版重疾表，短期有助于推动现有重疾产品的销售，长期有助于从政策层面规范

重疾产品的开发，为保险公司重疾产品定价赢得下调空间，下半年险企有望调整并推出新版重疾产品，进一步

激发市场活力。多因素驱动下，险企新单及 NBV 有望边际改善。 

 

要点 3：产险：增速靠非车拉动，龙头聚集明显 

市场乘用车销量逐步回暖，5 月份同比增速实现正值。新车销售回暖带动车险增量市场改善。但考虑到疫情反复

下宏观经济需求恢复较缓，预计乘用车销量将延续弱复苏趋势，车险行业整体承压，需在存量业务上以续保拉

动保费增长。险企产险结构持续优化，非车险占比稳步提升。2020Q1 产险全行业同比增速 4.2%，其中非车险保

费增速为 13.60%，拉动作用明显，尤其是农险，1-4 月同比增速高达 21.93%。目前平安产险、人保财险、太保

产险三家龙头公司在全行业保费收入中占比长期稳定在 70%以上。考虑到大型险企的规模优势和资源优势，预

计在费用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龙头企业的市场份额将保持上升趋势。 

   

要点 4：行业重点上市险企投资逻辑 

个股角度，继续优先推荐中国人寿，受益于公司业务布局，负债端业绩持续领先；推荐中国平安，以营运利润

为基数的分红确定性较高，寿险转型未来成效可期；建议关注新华保险，估值处于低位叠加新业务价值率改善，

预计相对收益比较明显；关注中国太保，GDR 发行超预期，高位稳定分红具有长期吸引力。 

（证券分析师：刘文强（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7110001）;联系人：张文珺（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91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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