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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综合 PMI 产出指数首秀 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发展
周三（1 月 31 日）市场宽幅震荡，继续调整。截至
收盘，上证指数收报于 3480.831 点，下跌了 0.21%；
深成指收报于 11159.68 点，下跌了 1.06%；中小板
指下跌了 1.36%，创业板指则下跌了 2.66%。两市成
交量为 4940.7 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明显上升。
从 PMI 数据来看，制造业 PMI 与去年同期持平，继
续保持稳步扩张走势。总体上符合稳中有进的市场
预期。当前处于经济数据较空档期，需要等到春节
因素过后新开工时才能更加清晰的判断。故而市场
风格大概率仍将延续前期趋势，更多是依靠确定性
收益而布局。由于年报预告雷区较多，创业板的利
润增速回落，短期内对成长股有一定的制约，被错
杀的优质标的也值得跟踪挖掘。

财经要闻
 统计局：1 月中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步扩张走势
 保监会：高度关注流动性和重点公司风险，稳步推
进险资运用改革创新
 外管局：截至 1 月 30 日累计批准 971.59 亿美元 QFII
额度，与去年 12 月末持平
 交通部：积极支持中国企业全面参与新马高铁项目
 统计局：2017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营业收入增长 10.8%

海外市场综述
 1 月欧美股市普涨，道指标普创近两年来最大单月
涨幅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三欧美股市涨跌不一，美
股连跌两天后反弹，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下跌 0.2%。
但从整个 1 月份来看，欧美股市普涨，道指标普连
续十个月上涨，并创 2016 年 3 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
纳指连续七个月上涨。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1.6%，创下自去年 10 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
分析师： 袁晨
执业证书号： S14905160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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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PMI 产出指数首秀 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发展

 市场综述
周三（1 月 31 日）市场宽幅震荡，继续调整。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报于 3480.831
点，下跌了 0.21%；深成指收报于 11159.68 点，下跌了 1.06%；中小板指下跌了 1.36%，
创业板指则下跌了 2.66%。两市成交量为 4940.7 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明显上升。
行业方面，29 个中信一级行业多数下跌。其中，食品饮料、银行和家电涨幅较大，
而计算机、传媒和国防军工则跌幅居前。概念方面，仅仅只有新型城镇化、一线龙头和白
马股指数表现比较活跃。

 驱动因素分析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 月份，中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4.6%，与上月持平，
显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制造业 PMI 连续 2 个月小幅回
落，非制造业 PMI 连续 3 个月小幅上升，总体保持稳定。
从 PMI 数据来看，制造业 PMI 与去年同期持平，继续保持稳步扩张走势。总体上符合
稳中有进的市场预期。当前处于经济数据较空档期，需要等到春节因素过后新开工时才能
更加清晰的判断。故而市场风格大概率仍将延续前期趋势，更多是依靠确定性收益而布局。
由于年报预告雷区较多，创业板的利润增速回落，短期内对成长股有一定的制约，被错杀
的优质标的也值得跟踪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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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统计局：1 月中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步扩张走势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统计局网站显示，2018 年 1 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对此，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进行了解读。
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1.3%，虽环比回落 0.3 个百分点，但与去年同期持平，连续
16 个月位于 51.0%以上的景气区间，制造业继续保持稳步扩张走势。本月主要特点：一是
部分行业进入生产淡季，供需两端稳中趋缓。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为 53.5%和 52.6%，
分别比上月回落 0.5 和 0.8 个百分点，但均处于 53.0%左右相对较高的扩张区间，其中生
产指数高于去年同期 0.4 个百分点，生产和需求总体保持稳定增长。二是受春节假日临近
等因素影响，消费品制造业增长加快。消费品制造业 PMI 为 52.7%，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
分点，高于去年同期和制造业总体水平 1.8 和 1.4 个百分点，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
及酒饮料精制茶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 PMI 均位于 53.0%及以上的
较高水平，扩张动力较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三是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和
出厂价格涨幅再现回落。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为 59.7%和 51.8%，分
别比上月回落 2.5 和 2.6 个百分点，并明显低于去年同期，企业运营成本上涨压力有所缓
解。四是进出口有所放缓。受与圣诞、新年相关的国外市场需求提前释放等因素影响，本
月出口有所回调，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9.5%，比上月下降 2.4 个百分点。同时，随着制造
业产需扩张减缓，进口指数也由上月的 51.2%回落至 50.4%。
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春节临近，制造业劳动力供应不足情况有所显现，本月反映此情
况的企业比重为 17.2%，比上月上升 2.4 个百分点。此外，17.4%的出口企业认为人民币
汇率波动给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比重比上月上升 2.7 个百分点。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2.6%，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继续在扩张区间
内平稳运行；中型企业 PMI 为 50.1%，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小型企业 PMI 为 48.5%，
虽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仍高于去年同期 2.1 个百分点。
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近四个月的高点
1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3%，高于上月和去年同期 0.3 和 0.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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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3 个月上升，非制造业延续稳中有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服务业扩张步伐加快。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4%，比上月上升 1.0 个百分点，服
务业开局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在传统假日和消费升级等因素的带动下，生活性服务业商务
活动指数升至 57.8%，比上月上升 3.9 个百分点。从行业大类看，零售、航空运输、电信
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信息技术服务、银行、保险、租赁及商务服务等行
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55.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经营活动较为活跃。住宿、餐饮、房地
产、居民服务及修理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收缩区间。从市场需求和预期看，新订单指
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1.8%和 61.2%，均高于上月 0.9 个百分点，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企业预期继续向好。
建筑业景气度高位回落。受近期大范围降温及雨雪天气等因素影响，建筑业企业生产
活动放缓，商务活动指数为 60.5%，比上月回落 3.4 个百分点。其中，房屋建筑业、土木
工程建筑业分别比上月回落 2.6 和 10.0 个百分点。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4.7%，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企业对行业发展仍保持乐观态度。
三、综合 PMI 产出指数走势平稳
综合 PMI 产出指数是 PMI 指标体系中反映当期全行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产出变化
情况的综合指数，是世界通行的监测当期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发展生产景气状况的重要指
标之一。
1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4.6%，与上月持平，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
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制造业生产指数 1.8 个百分点，
表明非制造业业务总量的增长快于制造业生产。



保监会：高度关注流动性和重点公司风险，稳步推进险资运用改革创新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保监会网站显示，2018 年 1 月 29 日，保险资金运用贯彻落实
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专题培训会议在厦门召开。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出席会议
并作主题辅导报告。
陈文辉指出，2017 年，保监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彻底肃清项俊波
流毒，以“1+4”系列文件为总抓手，着力治乱象、防风险、补短板和服务实体经济，牢
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当前，保险行业已经呈现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变化。一是保
险业发展稳中向好。2017 年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 4154 万亿元。全年保费收入 3.66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8.2%。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保险产品保障功能进一步提升，万能险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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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16.9 个百分点。二是保险资金配置更加多元,结构更加合理，投资收益稳步增长，
投资运作更加稳健审慎。三是保险业增量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存量风险正在稳妥处置。激
进经营、激进投资等乱象得到有效管控。四是保险业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
大。保险资金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混合所有制改革、核电、大飞机等项目，成效较好，得
到社会积极评价。五是重塑监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陈文辉强调，在看到行业积极变化的同时，必须深刻反思过去一段时间行业个别激进
公司存在的问题，各保险机构应系统总结、深入剖析、举一反三，充分汲取教训，避免重
蹈覆辙。具体包括以下十个方面问题：个别公司股权结构复杂及公司治理失效，实际控制
人凌驾于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之上；个别公司资本不实和股东占款，实际控制人挪用占用
保险资金，自我注资、循环使用、虚增资本；有的公司激进经营和高风险偏好，把保险公
司异化为融资平台，脱离保险保障功能；有的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理念缺失；有的公司违规
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个别公司非理性举牌和大肆跨境并购；有的公司将保险资金投向层
层嵌套产品，放大杠杆，形成资金池，底层资产不清，具体投向模糊；有的公司对财务投
资和控股投资认识不清，不顾保险资金运用规律，为实现控制权不惜成本、不计代价；有
的公司守法合规意识淡漠，打“政策擦边球”
，甚至违规投资；有的公司考核激励机制扭
曲。
陈文辉强调，当前保险业进入新时代，既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环境，又面对严峻
的风险挑战，在坚定信心的同时，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牢牢把防范风险放
在首位。一是党中央为保险业和保险资金运用指明了方向，要系统深刻理解党中央对金融
工作的要求，回归本源，服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找准方向，从国家战略大局出发；稳中
求进，把防范风险放在首位；深化改革，着力疏通渠道，降低成本；监管部门要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运
行稳中趋好，外部发展环境总体有所改善。三是保险业面临转型发展的机遇期，在我国经
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保险商业化风险管理的职能和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四是要高度关注流动性和重点公司风险、信用风险、地方债务风险、资产负债错配风险等
突出风险，必须一以贯之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陈文辉强调，未来一个时期，保险资金运用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原则主要包括：一
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监
管姓监”的基本理念；坚持“保险业姓保”的发展方向。二是要牢牢树立依法合规意识。
国家法律和监管制度是红线，决不允许出现所谓的“特殊”公司，任何机构挑战法律的权
威和监管的底线，都要付出追悔莫及的代价。三是要坚持服务保险主业。坚定不移地把服
务保险主业作为保险资金运用的发展目标，保障是根本功能，投资是辅助功能，不能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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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置。四是要加强资产负债管理理念。以《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办法》和五项监管规则
为重要抓手，在理念、组织、技术、监管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全面提升保险行业资产
负责管理能力和水平。五是要把握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的方向。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拉直和拓宽保险资金支持国家重大战略的渠道，同时积极探索保险资金参与支农
支小、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战略，解决金融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六是要用制度和机制
守住风险底线。这才是防范风险的根本所在。七是要坚持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保险业发
展的内在动力，但对于脱离实体经济、逃避监管的假创新、伪创新，将予以坚决禁止。八
是要培育审慎稳健的投资文化。投资标的应当以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股权等非固定收益
类产品为辅；股权投资应当以财务投资为主、战略投资为辅；即使进行战略投资，也应当
以参股为主。九是要坚持价值投资的行为准则。必须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多元化投
资。十是要加强资金运用能力建设。建立健全资产负债管理和大类资产配置能力，提升具
体投资领域的专业投资能力。
陈文辉强调，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保险资金运用监管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按照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部署，围绕“三大攻坚战”和“三大任务”，继续以
落实“1+4”系列文件为总抓手，推动保险资金运用高质量发展。一是重塑行业形象，全
行业要彻底肃清项俊波流毒，以案为鉴、以案治本，用实际行动重塑保险行业形象。二是
从严监管，坚决打击违法违规市场乱象，坚持“严字当头”，从严整治、从快处理、从重
问责，坚持高管和机构双罚。三是继续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和强化监管。强化境外投资监管；
规范内保外贷行为；强化资产负债管理监管，根据评估结果，开展分类监管和差异监管；
加强投资能力牌照管理；切实防范保险机构违法违规或变相向地方政府融资；持续推进信
息披露监管和内部控制监管。四是积极引导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对接国家战略。推进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服务国家战略专项基金，稳步推进支农支小融资试点，从投资端支
持商业保险养老产品、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产品发展。五是稳步推进保险资金运用改革创
新，支持保险资金运用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对冲和管理风险；研究保险资金参与长租公
寓等领域；研究推进保险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进一步提升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备案和注册
效率，推进股权投资计划注册制改革。六是更好发挥属地监管、协会、中保保险资产登记
交易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国保险投资基金等的积极作用。七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完善
监管制度，丰富监管工具，提升监管信息化水平。
会上，来自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江养老股份有限公司、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
作了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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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相关部门、部分保监局、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保险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
资产管理业协会、各保险集团、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
议。



外管局：截至 1 月 30 日累计批准 971.59 亿美元 QFII 额度，与去年 12 月末
持平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
外管局 1 月 31 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30 日累计批准 971.59
亿美元 QFII 额度，与去年 12 月末持平；累计批准 6103.62 亿元人民币 RQFII 额度，去年
12 月末为 6050.62 亿元；1 月末 QDII 获批额度为 899.93 亿美元，与去年 12 月末持平。



交通部：积极支持中国企业全面参与新马高铁项目
据证券时报网报道，1 月 31 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京会见了新加坡基础设施
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双方就深化中新交通运输合作交换了意见。李小鹏指出，中
方愿同新方不断深化铁路、民航、物流等方面务实合作，积极支持中国企业全面参与新马
高铁项目。欢迎双方进一步深化海事领域合作，并希望新方积极考虑并支持加强域内国家
的海上搜救合作。



统计局：2017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10.8%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据对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 5.5 万家企业调查，2017
年，上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919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8%（名义增长，未扣除价格因素），
增速提高 3.3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文化及相关产业 10 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其中，实现两位数增长的行业有
4 个，分别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 7990 亿元，增
长 34.6%；文化艺术服务业 434 亿元，增长 17.1%；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 1545 亿元，增长
14.7%；文化用品的生产 33665 亿元，增长 11.4%。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8710 亿元，占全国
74.7%；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 14853 亿元、7400 亿元和 988 亿元，占全国比重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7

晨会纪要：2018 年 2 月 1 日

别为 16.2%、8.0%和 1.1%。从增长速度看，西部地区增长 12.3%、中部地区增长 11.1%、
东部地区增长 10.7%，东北地区下降 0.9%，但降幅比上年收窄 12.1 个百分点。

海外市场
1 月欧美股市普涨，道指标普创近两年来最大单月涨幅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三欧美股市涨跌不一，美股连跌两天后反弹，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下跌 0.2%。但从整个 1 月份来看，欧美股市普涨，道指标普连续十个月上涨，并
创 2016 年 3 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纳指连续七个月上涨。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1.6%，
创下自去年 10 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
美国方面
周三美股连跌两天后反弹。道指涨 0.28%，报 26149.39 点；纳指涨 0.12%，报 7411.48
点；标普涨 0.05%，报 2823.81 点。1 月份，道指涨 5.79%；纳指涨 7.36%，连涨七个月；
标普涨 5.62%。道指标普连续十个月上涨，并创 2016 年 3 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
美联储按兵不动，一如市场预期。决议声明显示，通胀将在 2018 年上升；鲍威尔将
于 2 月 5 日宣誓就职；
经济前景近期面临的风险大致均衡；
经济状况支持美联储渐进加息；
预计新增就业继续保持稳健。
美联储称预计 2018 年的通胀率将会提高，暗示 3 月可能加息。1 月美联储会议是即
将离任的美联储主席耶伦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鲍威尔将为美联储下一任主席，2 月 3 日
生效，他将于 2 月 5 日宣誓就职。
从声明的变化可以看出，决策者承认经济增长更为强劲，并且对通胀率将升至 2%目
标更具信心；这可能刺激人们对美联储将加快升息速度的预期。官员们还表示，通货膨胀
“预计将在今年上行并稳定”在目标附近，这种措辞相比 12 月份的声明调门有所调高。
Silicon Valley Bank 驻加州圣克拉拉的高级外汇交易员 Minh Trang 表示，美联储
政策声明暗示耶伦卸任主席将是一个平滑过渡，为 3 月加息奠定了基础。这对美元来说是
个好消息，美元已经有点超卖了。
受财报利好刺激，波音收涨 4.93%，并提振道指。波音四季度营收 254 亿美元，预期
247 亿美元；核心 EPS 4.80 美元，预期 2.90 美元；预计 2017 年全财年核心 EPS 13.80-14
美元，市场预期 13.38 美元。
经济数据方面，美国 1 月 ADP 就业人数新增 23.4 万，预期 18.5 万，前值由 25 万修
正为 24.2 万。美国四季度劳工成本指数季环比升 0.6%，预期 0.6%，前值 0.7%。
欧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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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欧洲三大股指多数下跌。
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跌 0.72%，
报 7533.55 点，月跌 2.01%；
法国 CAC40 指数收涨 0.15%，报 5481.93 点，月涨 3.19%；德国 DAX 指数收跌 0.06%，报
13189.48 点，月涨 2.1%。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下跌 0.2%，报收于 395.46 点，1 月份该指数累计上涨了 1.6%，
创下自去年 10 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
Capita PLC 收盘暴跌 48%，稍早，这家外包公司称其将暂停派发期末股息，并称其将
会发行新股，这是该公司的一项重组计划的部分内容。
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急挫 9.2%，此前公司报告亏损幅度大於预期，称中国市场可
能会继续下跌。
亚太方面
周三亚太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股六连阴，续刷今年以来收盘新低。
日经 225 指数跌 0.83%，报 23098.29 点。
韩国综合指数跌 0.05%，报 2566.46 点。
台湾加权指数涨 0.24%，报 11103.79 点。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涨 0.25%，报 6037.70 点。
新西兰股市休市。
香港恒生指数低开高走，收涨 0.86%报 32887.27 点，再度逼近 33000 点，月涨 9.92%，
创 2015 年 4 月以来单月最大涨幅；恒生国企指数涨 1.29%报 13561.62 点，月涨 15.82%；
恒生红筹指数涨 0.05%报 4819.21 点，月涨 8.88%。全日大市成交 1768.16 亿港元，前一
交易日为 1734.48 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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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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