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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观察（20190805） 

❖ 板块表现 

代码 名称 收盘价 涨跌/% 代码  名称 收盘价 涨跌/% 

000300.SH 沪深 300 3676 -1.91 399001.SZ 深证成指 8985 -1.66 

000001.SH 上证综指 2821 -1.62 399006.SZ 创业板指 1531 -1.63 

川财 金属材料 2999 -0.08 川财 建材轻工 6295 -1.61 

川财 金融地产 3870 -1.83       

 

❖ 指标跟踪 

品种 单位 价格 日变动 本周变动 本月变动 本年变动 

钢铁       

螺纹现货 元/吨 3968  -0.75% -0.75% -1.61% -0.23% 

热卷现货 元/吨 3903  -0.36% -0.36% -1.01% 1.99% 

螺纹期现货价差 元/吨 (190) -1.55% -1.55% 50.79% -67.07% 

铁矿石期货 元/吨 709  -3.34% -3.34% -8.58% 43.96% 

有色金属       

SHFE铜 元/吨 45950  -1.06% -1.06% -1.92% -4.61% 

SHFE铝 元/吨 13825  0.14% 0.14% -0.61% 1.62% 

SHFE锌 元/吨 19210  -0.03% -0.03% -1.56% -7.27% 

SHFE 黄金 元/吨 329  2.49% 2.49% 2.40% 14.68% 

长江有色:钴 万元/吨 23.75  1.93% 1.93% 2.37% -32.14% 

碳酸锂 99.5% 万元/吨 6.60  0.00% 0.00% -2.22% -16.98% 

镨钕氧化物 万元/吨 30.25  2.37% 2.37% 3.42% -4.57% 

化工       

PTA期货 元/吨 5194  -1.96% -1.96% -3.85% -8.72% 

聚丙烯期货 元/吨 8088  -1.70% -1.70% -6.30% -5.55% 

橡胶期货 元/吨 10320  -0.91% -0.91% -3.28% -8.59% 

PVC期货 元/吨 6700  -0.74% -0.74% -1.25% 3.88% 

数据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期货价格以活跃合约结算价计，海外数据以前一交

易日数据计 

 

❖ 川财观点 

【钢铁】近期唐山、武安相继公布 8 月份限产方案，高炉限产在一定程度上有

所放松，后续钢材产量变化值得关注。建筑钢材需求增量有限，高温天气及西

南地区雨水天气对终端需求的抑制较为明显。同时高产量对钢材价格的压制仍

在。7 月以来长流程炼钢废钢消耗量增加、钢厂采购废钢补库促使废钢价格持

续上升，废螺差降至年内低位，南方地区大部分独立电炉厂已处于亏损状态，

部分小规模电炉钢厂已开始停产检修，废钢价格高位背景下电炉钢产量或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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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回落，螺纹钢价格有望获得一定支撑，建议持续关注废钢、石墨电极价格走

势及电炉钢厂产能利用率情况。 

【基础化工】有机硅：近期国内有机硅市场价格继续上行。受 8 月部分企业停

车检修预期影响，月底企业接单顺畅，市场 DMC 成交价格逐步上涨。目前库存

合理，且 7 月淡季已过，预计 8 月份室温胶需求或有所好转，但供应出现明显

下滑趋势，8 月份预计行业开工率将在 70%左右，由此来看货源紧张现象在 8

月份市场将开始蔓延。磷化工：近期黄磷成交偏少，价格继续下调。供应货源

小幅增加，主要来自于云南个别工厂近期恢复生产，有望短期达到稳定供应出

货，同时在产企业以及中间商积极出货，市场内货源充足。需求端看，下游市

场保持观望、试图压价，近期热法磷酸个别停机企业按单采购、恢复少量生产，

草甘膦、三氯化磷等其他品种多以消耗库存为主，采购积极性低。目前市场内

成交偏少，个别新单商谈以小单为主。 

【房地产】近期的三次重要会议均明确表示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预计今

年下半年整体房地产行业的热度会较上半年有所降温，房企在未来一段时间的

业绩分化会进一步显现，融资能力较弱和财务杠杆较高的中小房企面临的考验

将会加大。而销售业绩较好、土储丰富、融资能力较强的优质大型房企仍具备

相对优势。 

【银行】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再生波澜，实体经济信用风险预期提升。美联储如

期降息，但是会后的鹰派声明提升全球流动性不确定性。信用风险预期提升和

流动性预期回落，提升市场对银行经营状况的担忧。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再

次重申六稳，下半年预计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长期来看，全球流动性在下

半年预计转为实质宽松，中国货币政策有望进入降息轨道，叠加利率市场化推

进影响，预计贷款利率存在下行趋势，压制板块利润。但央行的防范风险措施

和逆周期调控手段，使得板块整体资产质量可控。展望下半年，我们认为银行

板块的资产质量可能小幅回落，逆周期调控力度的增强，使得存贷款利差存在

下滑趋势，建议关注有规模优势和较强资产管理能力的大行。 

 

❖ 行业动态 

【钢铁】进入 2019 年，蓝天保卫战国家层面的约谈次数减少了。但省级层面的

约谈次数明显增加。进入夏季以来，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江苏等地省市

主要领导纷纷约谈大气污染防治落后地区和问题企业。而在国家层面，生态环

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等主要通过政策导向，严禁重点区域新增

产能，加大对违法排污行为的打击力度。（财联社） 

【房地产】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19）》，提

出要坚持“房住不炒”，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鼓励住房租赁企业开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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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营，加快推进集体土地租赁住房建设和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改建。（新浪财

经） 

【银行】杭州多家银行透露，房贷额度、利率已双双收紧。不少银行已经开始

执行首套基准上浮 8%或者 10%的贷款政策，有的甚至还需要搭配一定额度的

理财产品。房贷利率不仅调高了，银行放贷速度也明显放缓了。（中国网） 

【非银金融】据证券时报，养老目标基金获批将满一周年。一年来，已有 74

只养老目标基金获批，43 只投入运作。截至今年 7 月底，43 只养老目标基金平

均收益率为 2.6%，绝大多数斩获正收益，运营相对稳健，为公募基金支持养老

第三支柱建设开了一个好头。（Wind） 

 

❖ 公司要闻 

香江控股（600162）：今日，公司发布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9.54 亿元，同比增长 31.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8 亿元，同比增长 237.03%。 

北京利尔（002392）：今日，公司发布关于与中国安华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的公告。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安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双方开展

深度合作的平台公司，合作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壹亿元，股权比例为安华集

团持股占比 51%、本公司持股占比 49%。 

太钢不锈（000825）：今日，公司发布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经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分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 55 亿元，期限 3-5 年。2019

年 7 月 24 日—7 月 25 日，公司发行了 2019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数量 15

亿元人民币，期限 3 年，利率 3.7%。 

 

❖ 风险提示：政策变化，经济增速变化，原材料价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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