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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综述
全球股市同步下跌，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抹去今年以来
涨幅
周一全球股市同步恐慌式下跌，道指重挫逾 1100 点，
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均创 2011 年 8 月以来最大单日百
分比跌幅，并抹去今年以来涨幅。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
下跌 1.6%，创自去年 11 月 15 日以来的最低收盘点位。
亚太股市收盘全线下挫，日经 225 指数创 2016 年 11 月
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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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严监管、高利率催化，高分红因子持续发酵
 市场综述
周一大盘在银行等高分红板块带动下翻红。截止收盘，上证综指上涨 0.73%报收于
3487.50 点；深证成指下跌 0.81%报收于 10836.25 点；中小板指下跌 0.94%，创业板指
下跌 0.83%。两市共成交 4474.4 亿元，中小创缩量明显。

行业方面，29 个中信一级行业涨跌互现。其中，银行、钢铁、煤炭等低 PB、高分红
板块领涨，而食品饮料、家电、电力设备等前期超涨板块则出现回调。概念方面，超级
电容、智慧农业和新疆区域振兴领涨，而次新、量子通信和染料指数则跌幅居前。

 驱动因素分析
昨日涨幅最大的板块为“上证红利”指数，其中多数为低估值的垄断型国企，不排除
国家队护盘可能。结合当前市场环境来看：
（1）全球股市波动加大、通胀预期升温，资金
避险情绪加强；
（2）国内监管趋严，IPO 过会率变低、供给端质量提升，对上市公司分红
要求提高，利率保持高位震荡。

消息面上，上交所召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专项说明会”。严监管、高利率等多重因
素催化之下，业绩稳定、低估值、高分红的价值股需求提升。后续进可作为打新底仓，退
可保有固定收益，不失为当前最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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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1 月中国服务业 PMI 为 54.7，为 2012 年 5 月以来最高
财新网报道，1 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 PMI）录得 54.7，较上
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创下 2012 年 5 月以来最强劲增幅。

这一走势与官方服务业 PMI 基本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服务业 PMI 为 54.4，上升
1.0 个百分点。

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在内的 1 月财新中国综合 PMI，上升 0.7 个百分点至 53.7，
创七年来新高，显示中国经济活动保持稳健增长。

服务业经营活动增速加快主要得益于新业务进一步增加。服务业新订单量创下 2015
年 5 月以来最显著增速。受访企业表示，此轮增长与新项目执行、公司扩张、拓展新客
户等因素有关。制造业新订单量增速略有放缓。两大行业综合，新订单量增长显著，增
速与去年年底相近。

伴随业务需求的增长，服务业企业在 1 月继续温和扩张用工规模，增速微升至五个月
的最高点，但仍低于长期均值。制造业用工则进一步收缩，收缩率放缓至近三年来最
低。综合来看，整体用工规模打破自去年 8 月以来大致持平的状态，出现轻微上升。

1 月，服务业积压工作量结束连续四个月下降趋势，趋于平稳。制造业则因为产能压
力，导致积压工作量创下 2011 年 3 月以来最显著增速。综合来看，积压工作量整体小幅
上升，增幅有所扩大。

服务业平均投入成本加速大幅上扬，创下 2012 年 4 月以来最强劲涨幅。据调查，这
与原材料价格、运输费用和薪酬等投入成本上升有关。与服务业相反，制造业成本涨幅
明显收窄，放缓至去年 8 月以来最低点，受此影响，投入成本综合涨幅放缓至五个月来
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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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成本压力较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在 1 月都放缓了加价幅度，两者销售价格创
下七个月以来最低。

中国企业对未来 12 个月的前景普遍持乐观态度，制造业信心度改善至四个月来最高
水平，服务业乐观度则微降至四个月以来低点。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2018 年 1 月财新中国 PMI
显示，中国经济开局良好。往前看，制造业需关注需求端的稳定性，而服务业需关注投
入成本上升对企业盈利的影响。



吴宏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初稿已形成，正在按照程序报批
中国网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8 年 2 月 5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在国务院
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副主任
吴宏耀介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吴宏耀表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大战略，必须要规划先行，强化乡村
振兴战略的规划引领。所以，一号文件提出来要制定《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首先，我介绍一下《规划》与文件的关系。文件主要是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定方
向、定思路、定任务、定政策，明确长远方向，搭建起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刚才，
韩主任已经作了一些介绍。《规划》以文件为依据，明确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
和 2022 年召开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和政策举措。
具体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确保文件得到贯彻落实，政策得以执行落
地。简单说，文件是指导规划的，规划是落实文件的。事实上在制定中央一号文件的同
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联合有关部门同步起草《规划》，现在《规划》的初稿已基本形
成，正在按照程序进行报批。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后，各地反映热烈，大家都是摩拳擦掌，积极行动起来
了，这反映乡村振新得到各地普遍拥护，也顺应了亿万农民的期盼，这是非常可喜的。
但我们也要看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将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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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要管到 2050 年。因此，必须注意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分
类实施、典型引路。在实际工作中，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又要有科学求实的作风；
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扎实推进、从容建设、久久为功。要防止层层加码、“刮
风”搞运动、搞“一刀切”。比如，现在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就是要集中精力、尽锐出
战、稳扎稳打、集中力量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为乡村振兴打好坚实的基础。

为此，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
案。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
体系。这就是要防止出现一哄而上、急于求成、大轰大鸣的情况。各地要按照中央一号
文件的要求，根据各地发展的现状和需要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人民日报：政府要为经济振兴“松闸门”
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文章称，政府为经济振兴“松闸门”，不仅要看决心和表态，更要
看落实传导的效果，看市场主体的反应。出山海关入辽，一个叫作“兴城”的地方便进
入视野。这个东北小城不简单：全世界每 5 件泳装中就有一件是“兴城造”，这一产业带
动当地 6 万人就业。

熟悉兴城情况的人知道，兴城的泳装行业发展完全是“逆袭”。早期因没有税收，而
且属于贴牌，遇到诸多困难，一度差点黄了。靠着市县两级政府在形成产业集群、打造
外贸出口基地、加强品牌建设、技改贴息等方面不遗余力的托举，兴城泳装产业逐渐壮
大起来，成为辽宁省“百亿产值”重点产业集群。辽宁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考察后深有感
触地说，兴城泳装产业的发展实践证明，一个产业由小到大，往往是放开市场放出来
的，完善服务托起来的，而不是行政命令管出来的。这样一句直白明了的话，切中东北
振兴的关键。

近年来东北经济面临不小的困难，政府与市场关系没有理顺，政府这只手粗壮有
力、市场这只手短小无力，民营经济活力不够，是一个重要原因。东北进入计划经济最
早、退出最晚，许多领导干部市场意识还比较缺乏，不相信市场、不相信社会资本、不
相信小微企业，这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管得过多、过细、
过严，“把企业管起来”的官僚主义根深蒂固；政府想做的事，动辄出资成立国企，不善
于运用社会资本；缺乏对企业家的尊重，缺乏尊商、安商、富商的观念……这些不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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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独有的问题，但在东北表现得较为集中，成为制约经济回升和长远发展的绊脚
石。

由此而言，东北振兴不能等、靠、要，必须在闯、改、创中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政
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必须体现在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增强服务意识和政务效率上，
体现在为改革谋招、为市场补位、替企业分忧上。对于东北地区新一轮振兴发展而言，
改革仍然是最大的动力。以辽宁为例，省级审批事项减少 65%以上，保留的事项全部进
大厅一站完结。沈阳市将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作为加快新一轮振兴发展的主要切入点
和有力突破口，营商环境已呈现出许多新面貌。可以说，只有简政放权、完善服务优化
营商环境，经济增速回升的地基才能筑稳巩固起来。

“浙江能办的事儿，我们这为什么不能办？”“上海能不找关系在网上就能找到政府
部门的处长，我们为什么不能？”同发达地区对标找差距寻突破，如今成为东北不少领
导干部经常想经常做的事。加大放权力度，扩大开放步伐，关键还得看“落地效应”。政
府为经济振兴“松闸门”
，不仅要看决心和表态，更要看落实传导的效果，看市场主体的
反应。本位主义、部门利益的掣肘，做做样子、摆摆架势的落实痼疾，都是亟待破除的
改革壁垒。有的地方，甚至还存在气象部门增加气象风险评估、网约车司机被迫办运力
指标等违规增设行政审批事项的问题。要让东北振兴的动力引擎复苏，就必须破除官僚
主义、形式主义的“拦路虎”。

简政放权、搞活市场、激活社会资本，东北三省正在破题，但仍然任重而道远。从
放活市场中找办法、找出路，让各类经济类型和市场主体都能够蓬勃生长，东北发展的
新春天才会降临。



2017 年银行理财年报：告别高速增长，同业理财缩水 51%
虽然资管新规尚未正式出台，但在过去一年金融去杠杆、监管部门重拳出击整治乱
象的背景下，银行理财产品正式告别高增长。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2017 年）》显
示，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有 562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存续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数
9.35 万只，理财产品存续余额 29.54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0.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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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全年增速同比下降 21.94 个百分点，月度同比增速曾连续 8 个月下降。

可对比的是，2011 年至 2015 年，银行理财规模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了 50%，2016
年，银行理财产品增速有所下降，不过仍达到 23.63%。

同业理财规模、占比“双降”

被监管部门“盯上”的同业理财，规模缩水明显。

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底，金融同业类产品存续余额为 3.25 万亿元，占全部理财
产品存续余额的 11%。金融同业类产品存续余额较年初大幅减少 3.40 万亿元，降幅为
51.13%；占比较年初下降 11.88 个百分点。

在此前召开的 2018 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依旧对同业业务保持
高压，提出要“继续压缩同业投资，将特定目的载体投资作为监管检查重点，对委外机
构实行名单制管理”。

即将被资管新规纳入监管的非保本理财，规模同样缩水。

截至 2017 年底，非保本产品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 75.05%，较年初下降 4.51
个百分点；保本产品的存续余额为 7.37 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 24.95%。

截至去年年末，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存续余额为 11.95 万亿元，较年初减少 2.45%，
市场占比 40.45%，较年初下降 1.72 个百分点。

同时，国有大型银行理财产品存续余额为 9.97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5.73%，市场占
比 33.75%，较年初上升 1.29 个百分点；城商行存续余额为 4.72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7.27%；农村金融机构存续余额为 1.57 万亿元，较年初下降 4.27%。

去年封闭式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为 4.06%

从资产配置情况来看，债券、银行存款、拆放同业及买入返售等标准化资产是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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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配置的主要资产，截至 2017 年底， 共占理财产品投资余额的 67.56%。

债券是理财产品重点配置的资产，在理财资金投资的资 产中占比最高（42.19%）。
其中，国债、地方政府债、央票、政府支持机构 债券和政策性金融债占理财投资资产余
额的 8.11%。

随着市场资金价格的攀升，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也跟着水涨船高。

2017 年全年来看，封闭式产品按募集资金额加权平均兑付客户年化收益率为
4.06%，较 2016 年上升 27 个基点。

不过，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低风险类依旧是“大头”。

从产品风险等级来看，2017 年，风险等级为“二级（中低）” 及以下的理财产品募
集资金占总量的 83.25%，较 2016 年上升 1.30 个百分点。风险等级 为“四级（中
高）”和“五级（高）”的理财产品募集资金量为 0.28 万亿元，占比为 0.16%，较 2016
年下降 0.13 个百分点。



人民日报：钢铁去产能，这口气不能松
人民日报报道，在盘点 2017 年全国工业和通信业成绩时，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对钢铁行业去产能做出了肯定。今年 1 月 1 日起，工信部新修订实施《钢铁行业产能置
换实施办法》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介绍，2017 年钢铁产能置换呈现爆发式
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已公示公告了近 40 家钢铁企业产能置换方案，涉及新建炼铁
产能 4566 万吨、炼钢产能 5290 万吨。当前，进行有条件备案的冶炼产能一代炉退役期
逐渐临近。同时，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钢铁企业通过减量置换技改升级，将
小高炉、小转炉置换为 1200 立方米及以上高炉、100 吨及以上转炉、电弧炉，也已迫在
眉睫。未来一个时期，产能置换的“闸门”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展与科技环保部副主任秦松介绍，针对产能置换实践中存在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少数企业“钻空子”等现象，新《办法》在多方面做了修
改。提出用于置换的产能要满足“1 个必须+6 个不得”。“1 个必须”是前提条件，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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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置换的冶炼装备，必须在 2016 年上报国务院备案去产能实施方案的钢铁行业冶炼装
备家底清单内。“6 个不得”是“一票否决”项，列入钢铁去产能任务的产能、享受奖补
资金和政策支持的退出产能、“地条钢”产能、落后产能、拆除主体设备的产能和铸造等
非钢铁行业冶炼产能，不得用于置换。

加严置换比例要求。环境敏感区域置换比例继续执行不低于 1.25∶1，其他地区由
等量置换调整为减量置换。完善产能换算表。为避免企业玩“数字游戏”，以置换退出普
钢炉建设特钢炉为名新增产能，新《办法》对用于计算置换比例的产能换算表进行了调
整，要求各企业退出产能和建设产能都要用这套换算表进行计算，做到“一把尺子量到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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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全球股市同步下跌，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抹去今年以来涨幅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一全球股市同步恐慌式下跌，道指重挫逾 1100 点，道指和
标普 500 指数均创 2011 年 8 月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并抹去今年以来涨幅。泛欧斯
托克 600 指数下跌 1.6%，创自去年 11 月 15 日以来的最低收盘点位。亚太股市收盘全线
下挫，日经 225 指数创 2016 年 11 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美国方面

周一美股连续两天大跌。道指重挫 1175.21 点或 4.6%，报 24345.75 点；纳指收跌
3.78%，报 6967.53 点；标普 500 指数收跌 4.1%，报 2648.94 点。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
均创 2011 年 8 月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并抹去今年以来涨幅。

上周五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强化了美联储今年实行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令股
市承压。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涨继续使一些资金离开股市。周一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一度攀升至 2.883%。

瑞士银行集团的美国战术资产配置主管贾森·德拉霍在上周五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
中写道，此次股市卖盘反映了一种“成长的烦恼”，原因是市场正在适应高于趋势的增长
以及通胀的正常化，这些因素使得利率上升。

媒体调查显示，周一股市尾盘大跌并没有具体的经济或基本面因素或新闻推动。据
一些交易商称，设定在某些特定水平抛售股票的计算机编程交易行为是使股市跌幅放大
的罪魁祸首。

嘉信理财交易与衍生品部门副总裁 Randy Frederick 指出，自今年年初以来美股几
乎是直线上升，这就意味着股市回调既在意料之中又是健康合理的。这并不意味着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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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结。它只是挤掉了股市中的一些泡沫与非理性繁荣，让我们回归到更具有可持续性
的趋势线上来。

欧洲方面

周一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下跌。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跌 1.46%，报 7334.98 点；法国
CAC40 指数收跌 1.48%，报 5285.83 点；德国 DAX 指数收跌 0.76%，报 12687.49 点。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下跌 1.6%，报收于 382.00 点，创自去年 11 月 15 日以来的最
低收盘点位。

通胀预期不断上升和国债收益率上涨，打压股市。德债收益率触及两年高位，因通
胀忧虑导致债市的抛售持续。

周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18 年初欧元区企业活动以逾十年来最快速度扩张，得
益於新订单飙升，尽管企业涨价速度创下近七年来最快。

廉价航空运营商瑞安控股公司的股价收盘下跌 2.7%。该公司对夏季季节的业绩前景
表达了谨慎立场，称其预计该公司在 2018 财年中的机票价格将至少下跌 3%。

兰德黄金资源公司（Randgold Resources Ltd.）收跌 7.4%，这家金矿公司此前公
布财报称其第四季度的税前利润下降了 11%。

亚太方面

周一亚太股市收盘全线下挫，追随上周五美股跌势，日经 225 指数创 2016 年 11 月
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日经 225 指数跌 2.55%，报 22682.08 点。

韩国综合指数跌 1.33%，报 2491.7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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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加权指数跌 1.62%，报 10946.25 点。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跌 1.56%，报 6026.20 点。

新西兰 NZX50 指数跌 2.06%，报 8241.83 点。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跌 1.09%报 32245.22 点，蓝筹股普跌。苹果概念逆市上涨，瑞声
科技涨 4.2%。恒生国企指数跌 0.43%，盘中一度翻红；恒生红筹指数跌 0.72%。大市成
交 1699.3 亿港元，上一交易日成交 1479.32 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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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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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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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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