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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震荡或将拉开序幕
 市场综述
周四，
上证综指收盘跌 0.59%报 3365.5 点，跌破 10 日线；创业板指跌 0.66%报 1890.38
点，结束六连阳。两市成交 6287 亿元。板块概念方面，地产股大涨，雄安概念股相对强
势，煤炭、有色、钢铁领跌。

 驱动因素分析
商务部：中国 1-7 月服务贸易增长 10.8%，中国 7 月服务贸易逆差同比收窄 1.8%至
1415 亿元人民币。

周四，A 股三大股指尾盘跳水，连阳走势终结。震荡的 9 月或将从此开始。基本面来
看，前期经济超预期回暖与出口超预期有很大关系，而近期人民币不断升值，昨天在岸人
民币盘中涨破了 6.49 关口。人民币升值在扭转资金流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出口和未来经济的表现。消息面上，基金业协会养老金专业委员会近日成立，如果该委员
会能承担起类似西方国家养老金委员会的职能，那么养老金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大规模加
速入市，对 A 股市场无疑是一大利好。不过近期来看，业绩预期兑现以及黑色系期货价格
带来的压力制约着周期股，而金融股身处高位也需要继续消化压力，进行休整，权重股难
免带动大盘高位震荡。主题概念方面，昨天，数家公司公告提示风险或辟谣，撇清与热炒
概念的关系，可能会对相关主题概念股造成一定的打击。同时昨天创业板回调放量，显示
短线可能还有继续下挫的动能。我们建议，可以关注创业板提供的逢低参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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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中国 8 月外汇储备为 30915.3 亿美元，创逾三年来首次七连涨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
央行 9 月 7 日公布数据显示，
8 月外汇储备为 30915.27 亿美元，
环比增加 108.07 亿美元，前值 30807.2 亿美元，预期 30950 亿美元，创 2014 年 6 月以来
首次七连涨，且连续七个月站稳 3 万亿以上；中国 8 月末黄金储备报 5924 万盎司（约
1842.57 吨）
，7 月为 5924 万盎司（约 1842.57 吨）
；中国 8 月末黄金储备报 777.02 亿美
元，7 月末为 750.84 亿美元。

外管局答记者问称，截至 2017 年 8 月末，外汇储备规模为 30915 亿美元，较 7 月末上
升 108 亿美元，升幅为 0.4%，为连续第七个月出现回升。

8 月，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供求延续基本平衡格局；国际金融市场上，资产
价格有所上升，推动外汇储备规模出现上升。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结构调整深化，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宏观经济稳定性
增强。国际金融市场相对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回稳向好，外汇市场供求趋向基本平衡，
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往前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转型升级和动能转换步伐进一步加快的背景
下，支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积极因素将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稳中向
好的态势将继续向纵深发展。随着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未来我
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企稳的基础更加坚实，将进一步推动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合理适度。
进入 2017 年以来，我国外储规模一直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除了国际收支经常账户、
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双顺差，以及海外并购监管逐渐规范等因素外，人民币汇率走高也为
外储上升起到“保驾护航”作用。8 月，人民币再度开启一轮快速拉升，涨幅达 2%，创
12 年来最大单月升幅。

9 月 7 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再次调升 42 个基点，报 6.5269，为去年 5 月 18 日新
高，连续 9 日调升，创 2011 年初以来最长连升，在岸人民币兑美元盘中升逾 300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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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破 6.50 关口。事实上，今年以来，美元指数一路走低，有分析师表示，美元迎来的很
可能不是一时的下挫，而是长达数年的低迷。

多方面因素支持

中美两国 10 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之差，
已经从年初的约 57 基点大幅走扩至约 156 基点，
创 2015 年 4 月以来新高。在海外投资者眼中，人民币资产正变得更具吸引力。麦格理集
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在报告中称，长期看人民币前景正面，主要由于贬值预期
缓解以及跨境资本流出改善。

根据中债登和上清所公布的 7 月份债券托管数据显示，境外机构 7 月份共增持人民币
债券 398.86 亿元，这已是境外机构连续数月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表明人民币债券吸引
力持续增强。

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管清友指出，2017 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上涨的原因
主要归于以下几点：

第一，今年上半年，美元升值动能较弱，非美元货币相对于美元总体升值，估值效应
推动以美元计算的外汇储备规模进一步回暖上升。2017 年上半年美元走弱的原因有三，
一是美元加息的影响边际弱化，市场对美联储在 2017 年进行加息的举措已有预期；二是
欧元区经济复苏，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开始出现转向的预期，使得前期由于欧美货币政策
阶段不同导致的欧元兑美元汇率的偏离得以修正，进一步拖累了美元走势；三是市场对特
朗普政府的乐观预期减弱，导致美元指数下滑。

第二，上半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向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等出
现双顺差。从贸易差额上看，除今年 2 月受节假日因素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而出
现意外逆差外，我国贸易顺差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顺差由今年 3 月末的 237.27 亿美元
增长到 7 月末的 467.36 亿美元，规模扩大了 96.97%。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单边贬值预
期降低，使得居民和企业的购汇行为趋向理性，外汇供求趋向平衡，资金流出的压力有所
减小。

从结售汇方面看，虽然上半年银行结售汇差额、银行自身结售汇差额等依然保持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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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末银行结售汇差额为逆差 209.45 亿美元，上半年银行累计结售汇逆差 928 亿美
元，但同比则下降了 46%。同时，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累计 13898 亿美元，对外付款
累计 14740 亿美元，涉外收付款累计逆差为 842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50%；银行代客远期
签约结售汇差额由负转正，累计顺差约为 95 亿美元。此外，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监测
数据，今年上半年个人购汇同比下降 4%，个人存款余额下降 17 亿美元；企业购汇意愿同
比下降 9 个百分点，企业结汇意愿同比上升 1 个百分点，显示个人和企业购汇和持汇意愿
趋稳。

第三，海外并购监管逐步规范。2016 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创新高，与此同时，政府
也开始逐步规范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企业投资海外需要面对的更为严格的审查和更长的
审查周期。今年中国境内企业对外投资额明显减少，截至今年 6 月，非金融类机构对外直
接投资累计值同比减少 45.8%。

展望未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储规模预计将会保持稳定，或将继续小
幅提升。此外，预计 2017 年全年国内经济企稳向好，人民币贬值预期降低，未来资本大
幅流出的风险降低。



商务部：1-7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0.6%
中国网报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9 月 7 日在例行发布会上介绍，1-7 月，我国服
务进出口总额 26529.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6%。其中，出口 8077.2 亿元，增长 4.4%；
进口 18452.4 亿元，增长 13.5%；逆差 10375.2 亿元。7 月当月，服务进出口额 3681.3
亿元，同比下降 1.9%。其中，出口 1133.1 亿元，下降 2%；进口 2548.2 亿元，下降 1.9%。

1-7 月的服务进出口呈现出以下特点：

出口结构有所优化。1-7 月，新兴领域服务出口累计 4057.5 亿元，同比增长 8.3%，
高于整体增速 3.9 个百分点，占服务出口比重为 50.2%，同比提升 1.8 个百分点。其中，
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维护和维修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489.4%、20.4%和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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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新兴领域进口增长较快。1-7 月，除保险和金融外，我国其他新兴领域进口均保
持正增长。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 717.9 亿元，同比增长 74.2%；知识产权使
用费进口 1125.8 亿元，同比增长 25.8%。

传统行业进出口平稳增长。1-7 月，受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 18.5%的带动，运输进出
口 4918.3 亿元，同比增长 19.2%。其中，出口增长 14.2%；进口增长 21.3%。旅行进出口
11842 亿元，同比增长 8.7%。其中，出口下降 8.3%；进口增长 11.7%。

服务进出口逆差明显收窄。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为新兴领域主
要的顺差贡献领域，1-7 月顺差额分别达 575.9 亿元和 390.2 亿元。7 月当月，服务进出
口逆差 1415 亿元，同比下降 1.8%，环比下降 30%。

关于服务外包，1-7 月，我国企业累计签订服务外包合同额 5530.4 亿元，完成执行
额 3937.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6%和 13%。其中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3514.2 亿元，完成
执行额 2469.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和 10.3%。7 月当月，我国企业签订服务外包合同
额 767.6 亿元人民币，完成执行额 531.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7.2%和 24.3%。其中离岸
服务外包合同额 481.8 亿元，执行额 31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3.9%和 13.4%。



工程机械“爆发式”复苏：挖掘机销量涨幅 99.5%。
香港万得通讯社综合报道，挖掘机打破“低基数”疑虑，踏入高增长周期。统计数据
显示，8 月份国内挖掘机械销量 8714 台，同比涨幅为 99.5%。自此，挖掘机销量同比增速
已连续 13 个月超过 40%。挖掘机带动工程机械板块复苏同时，涨价潮初显。机构预期 2018
年、2019 年将会形成本轮复苏大周期的高点。

挖掘机累计销量直奔十万台

国内挖掘机累计销量或在未来两个月突破十万台。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数据显示，1-8 月累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91439 台，同比涨幅为 101.1%。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85766 台，同比涨幅为 111.1%；出
口销量 5641 台，同比涨幅为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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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8 个月累计挖掘机销量目前已超过 2012 年同期，仅次于 2010、2011 年同期销
量。
行业有望迎来涨价潮？

销量见涨同时，工程机械行业有望迎来涨价潮。

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行，成为资本追逐热点。而在成本和需求推动下，工
程机械行业涨价趋势也日渐明显。

中国路面机械网 9 月初报道，装载机价格即将迎来上涨潮，从 10 月 1 日起，30 及以
下机型每台上涨 1 万元，50 及以上机型每台上涨 2 万元，许多经销商已经收到主机厂的
调价通知。

原材料成本上涨是涨价主因。工程机械主要使用的钢材和橡胶等价格大幅上涨；国家
环保检查力度的不断加大，供应链上游限产造成的供应资源紧缺、外购外协厂环保成本上
涨等因素的影响，推动行业各主要主机厂的价格上调。

中泰证券王华君研报分析，从原材料价格、环保因素以及上游供应的角度出发，预计
继装载机之后，汽车起重机、挖掘机、叉车、塔机等板块拥有提价的可能性，涉及相关板
块的上市公司可能受益。

太平洋证券报告亦称，装载机、推土机等产品毛利和净利润水平较低，受原材料成本
上涨影响尤为明显，近期率先上调价格，基本可以覆盖成本上涨压力。若钢材等原材料和
零部件成本继续上涨或保持高位，其他工程机械品种如起重机、挖机等有望接过装载机涨
价接力棒。

工程机械行业全线复苏

挖掘机强势复苏同时，也带动工程机械行业全线回暖。

上海证券邵锐研报统计显示，包括装载机、推土机、平地机、压路机、汽车起重机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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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出现明显回升趋势。具体来看：

装载机方面，自 2016 年 9 月回暖，目前连续 3 个月增长超 60%，龙头企业为柳工。



商务部：望欧方尽快终止对中国光伏产品贸易救济措施
据中国证券网报道，9 月 1 日，欧委会公布对华光伏案双反措施期中复审调查终裁前
补充披露，拟调低最低限价，经成员国讨论通过后，该方案将很快发布终裁裁决。对此，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9 月 7 日回应称，希望欧方能够尽快终止对中国光伏产品的贸易救济措
施，实现双方产业的互利共赢。

高峰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在最近公布的光伏案期中复审调查补充裁决披露中，
部分吸收了中国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和有关利害关系方已提交的评论意见，提出进一步
调低最低限价的方案，为将最低限价尽快过渡到市场价格水平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高峰表示，光伏是新能源领域的新兴产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和欧盟
的立场、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欧方能够尽快终止对中国光伏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为
双方业界的合作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商业环境，实现双方产业的互利共赢，共同为应
对气候变化作出努力。



中钢协：后期铁矿石价格呈波动运行走势
西本新干线援引中钢协文章称，8 月份，受钢铁去产能、全面清除“地条钢”
、环保
等政策措施持续发酵影响，市场预期进一步升高，钢材和铁矿石价格继续上升。受铁矿石
市场总体供大于求制约，后期铁矿石价格难以大幅上涨，将呈波动运行走势。

一、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升幅收窄

据钢铁协会监测，8 月末，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CIOPI）为 274.23 点，环比上升 13.95
点，升幅为 5.36%，较上月收窄 8.40 个百分点。其中：国产铁矿石价格指数为 241.4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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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上升 16.60 点，升幅为 7.38%，较上月扩大 2.19 个百分点；进口铁矿石价格指数为
279.19 点，环比上升 13.55 点，升幅为 5.10%，较上月收窄 9.86 个百分点。

从全月情况看，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CIOPI）整体水平高于上月。8 月综合指数平
均值为 269.48 点，环比上升 28.45 点，升幅为 11.80%，较上月收窄 3.44 个百分点。其
中：国产铁矿石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236.86 点，环比上升 15.92 点，升幅为 7.21%，较上
月扩大 1.25 个百分点；进口铁矿石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274.41 点，环比上升 30.35 点，升
幅为 12.43%，较上月收窄 4.21 个百分点。

二、国产矿价格升幅高于进口矿

8 月末，国产铁精矿含税价格为 621.25 元/吨，环比上升 42.73 元/吨，升幅为 7.38%；
进口粉矿到岸价格为 75.41 美元/吨，环比上升 3.66 美元/吨，升幅为 5.10%；国产矿升
幅比进口矿高 2.29 个分点。

从全月情况看，国产铁精矿价格呈波动上行走势，全月平均含税价格为 609.49 元/
吨，比上月上升 40.99 元/吨，升幅为 7.21%。其中：8 月 1 日至 15 日，由 582.31 元/吨
上涨至 612.05 元/吨；8 月 15 日至 18 日，由 612.05 元/吨小幅下跌至 611.76 元/吨；8
月 18 日至 28 日，由 611.76 元/吨上涨至 622.29 元/吨；8 月 28 日至 31 日，由 622.29
元/吨小幅下跌至 621.25 元/吨。

进口粉矿价格也呈波动上行走势，全月平均到岸价格为 74.12 美元/吨，比上月上升
8.20 美元/吨，升幅为 12.44%。其中：8 月 1 日至 7 日，由 73.06 美元/吨波动上涨至 75.59
美元/吨；8 月 7 日至 16 日，由 75.59 美元/吨波动下跌至 70.84 美元/吨；8 月 16 日至
22 日，由 70.84 美元/吨上涨至 77.35 美元/吨；8 月 22 日至 31 日，由 77.35 美元/吨小
幅下跌至 75.41 美元/吨。

三、后期铁矿石价格走势分析

受京津冀“2+26”环保限产措施的影响，钢材市场预期持续升高，拉动铁矿石高位波
动；但从总体供需形势看，铁矿石市场仍为供大于求态势，后期价格难以大幅上涨，将呈
波动运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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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材价格涨幅加大，钢铁生产保持较高水平

8 月末，中国钢材价格指数（CSPI）为 115.30 点，环比上升 8.81 点，升幅为 8.27%，
较上月升幅加大 2.87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升幅扩大。受钢价持续上行拉动，钢铁生产
持续保持高水平。据钢铁协会旬报统计，8 月中上旬，会员钢铁企业累计日产粗钢 190.14
万吨，推算全国日产粗钢 238.62 万吨，高于 1-7 月份平均日产水平。在钢铁生产保持较
高水平的情况下，铁矿石价格需求强度未明显减弱。

2、铁矿石港存维持高位，供求矛盾依然突出

8 月末，
全国进口铁矿石港口库存量为 1.34 亿吨，环比下降 5.71%，同比上升 27.31%；
1-7 月份，全国生铁累计增量仅为 1448 万吨，而同期进口铁矿石增量为 4368 万吨，远超
生铁增产需求。进入秋冬季节，海外铁矿山发货量将陆续增加，铁矿石市场依然呈供大于
求的态势。

3、钢企盈利有所好转，降本增效任务压力较大

据钢铁协会统计，1-7 月份，
会员钢铁企业累计实现利润 703 亿元，销售利润率为 3.41%，
仍低于全国工业行业平均水平。8 月末，CIOPI 进口铁矿石价格环比上升 5.10%，焦炭价
格上升 14.09%，炼焦煤价格上升 4.92%，废钢价格上升 5.07%。原燃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
对钢铁企业降本增效形成较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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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全球股市涨跌不一，德拉吉讲话打压银行股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四全球股市涨跌不一，欧洲央行维持政策和指引不变，德拉
吉讲话打压银行股。道指受金融股下跌拖累收跌 0.1%，纳指微涨 0.07%。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3%，报收于 374.95 点，银行和金融股大幅下挫。亚太股市多数收涨，跟随美
股涨势，日股涨 0.2%，韩股涨 1.14%。

美国方面

周四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道指收跌 0.1%，报 21784.78 点。纳指收涨 0.07%，报
6397.87 点；标普 500 指数收跌 0.02%，报 2465.10 点。高盛收跌 1.47%，摩根士丹利收
跌 2.22%。

美国银行、花旗集团以及高盛等均下跌 1%以上，拖累道指走低。金融板块下跌的同
时，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跌，目前美国的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下跌至 2.06%。周二该项收
益率跌破了关键的 2.1%关口。

周三美股收高，此前美国国会领导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了延长债务上限最后期限
的协议，并同意在 12 月 15 日之前向政府提供融资。这份协议使市场对两党达成协议、使
特朗普政府继续推行其承诺的经济改革的希望升温。

但周四市场关注焦点重新回到 5 级飓风艾尔玛身上。此次飓风已将加勒比群岛的一些
岛屿变成废墟，目前飓风正在朝着佛罗里达州前进。飓风艾尔玛是大西洋湾中记录到的最
恶劣的天气系统，预计将在周日袭击迈阿密与佛罗里达礁岛群，已经引发了佛罗里达州的
南部海岸地区进行强迫疏散。

欧洲央行周四决定将其基准利率维持不变。投资者也在消化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的言
论，他称，强势欧元已经影响到通胀，将是欧洲央行下个月决定如何进行其规模巨大的刺
激计划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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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面，美国劳工部宣布，受飓风哈维影响，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猛
增 6.2 万，总数攀升至 29.8 万。6.2 万的增幅为 2012 年 11 月份飓风桑迪以来的最大单
周增幅。

另一份数据表明，
美国第二季度劳动生产率从提高 0.9%上修为 1.5%。产出增幅从 3.4%
上修为 4%。第二季度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幅从 0.6%下修为 0.2%。

美国通用电气股价急挫 3.6%，拖累标普和道指，因此前分析师发布利空报告。

苹果股价也给主要指数带来压力，该股下跌 0.4%，此前有报导称，公司新款 iPhone
手机生产上遇到一些小故障。

欧洲方面

周四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
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0.58%，
报 7396.98 点；法国 CAC40
指数收涨 0.26%，报 5114.62 点；德国 DAX 指数收涨 0.67%，报 12296.63 点。 欧洲央行
上调了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并将其货币政策维持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3%，报收于 374.95 点，银行和金融股大幅下挫。

欧洲央行周四宣布维持主要再融资利率在 0.0%不变、隔夜贷款利率在 0.25%不变、隔
夜存款利率在-0.4%不变，均符合预期。欧央行还宣布维持资产购买规模在 600 亿欧元不
变，符合预期。

欧央行表示，维持每月购债规模为 600 亿欧元，持续至今年 12 月或更久。预计关键
利率将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现有水平，并超过净资产购买划的时间；净购买将和到期资产
再投资同时进行。

欧央行行长德拉吉称，如果经济前景恶化，可以增加 QE 规模，此措辞和上次决议类
似。该行宣布，QE 将会持续到通胀率上升路径能够持续为止，利率将会在当前水平持续
更长时间。预计利率保持在现有水平的时间将远超 QE 持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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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定以后，美元汇率大幅下跌，推动欧元/美元突破了 1.20 美元
的关口。今年截至目前为止，欧元兑美元汇率已经累计上涨了 14%。

与此同时，该行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使得银行股承压，导致泛欧斯托克 600 银行指数收
盘下跌了 0.8%。
在该指数的成分股中，
德意志银行收盘下跌 1.2%，
法国兴业银行下跌 0.6%，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下跌 0.4%。

亚太方面

亚太股市多数收涨，跟随美股涨势，日股涨 0.2%，韩股涨 1.14%。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共和党国会领袖达成协议，将美国政府举债上限延长
至 12 月 15 日，从而避免了政府停摆。隔夜美股全线收涨。

截止收盘，日经 225 指数涨 0.2%报 19396.52 点。

韩国综合指数收盘涨 1.14%报 2346.19 点。

台湾加权指数跌 0.09%，报 10538.51 点。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跌 0.09%，报 5684.39 点。

新西兰 NZX50 指数涨 0.18%，报 7804.26 点。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跌 0.33%报 27522.92 点，恒生国企指数跌 0.27%报 11098.72 点，
恒生红筹指数涨 0.7%报 4312.08 点。全日大市成交放大至 1004.4 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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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优于市场指数 5%以上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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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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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5%到 15%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在
-5%到 5%内

卖出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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