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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特朗普开启贸易战
今年以来，特朗普不断挑起贸易摩擦，全球经济复
苏又面临着贸易战的阴影，全球市场都反应剧烈，或
有过度恐慌而离场避险的因素使然。中美之间的贸易
谈判预计将会有一定的曲折反复，其结果将对宏观经
济和市场走势影响深远。短期内投资者仍然需要保持
谨慎，可以适当关注军工、医药及一带一路等相关行
业板块。

财经要闻
 商务部宣布 3 月 23 即日起对约 30 亿美元美国进
口商品加征关税
 外管局：2 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 9.43 万亿元
 王一鸣：中国正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对外开放大
门会越开越大
 银行业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将继续扩
大开放，增强包容与合作

海外市场综述
 贸易战阴云笼罩全球市场，美国三大股指均创逾
两年来最大单周跌幅
周五欧美股市再度大跌，道指收跌逾 400 点或
1.77%，纳指和标普 500 指数均跌逾 2%；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下跌 0.9%，创去年 2 月 8 日以来新低。本周，
美国三大股指均创逾两年来最大单周跌幅，道指周跌
5.63%。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周跌 3.2%，亚太股市本周
亦普遍下跌。
分析师：袁晨
执业证书号： S14905160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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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特朗普开启贸易战

 市场回顾
周五（3 月 23 日）大盘低位震荡，全天跌幅较大。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报于 3152.76
点，下跌了 3.39%；深成指收报于 10439.99 点，下跌了 4.02%；中小板指下跌了了 4.09%，
创业板指则下跌了 5.02%。两市成交量为 6353,12 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大幅增长。
行业方面，29 个中信一级行业多数下跌。其中通信、计算机和钢铁跌幅居前，仅仅
只有农林牧渔小幅上涨。概念方面，也主要是猪、鸡和生物育种指数表现较为活跃。

 驱动因素分析
3 月 23 日 0 时 50 分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特朗普当
场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 6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
购。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 232 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
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今年以来，特朗普不断挑起贸易摩擦，全球经济复苏又面临着贸易战的阴影，全球市
场都反应剧烈，或有过度恐慌而离场避险的因素使然。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预计将会有一
定的曲折反复，其结果将对宏观经济和市场走势影响深远。短期内投资者仍然需要保持谨
慎，可以适当关注军工、医药及一带一路等相关行业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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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商务部宣布 3 月 23 即日起对约 30 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3 月 23 日上午，商务部在官方发布消息称，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 232 措施的
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
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该清单暂定包含 7 类、128 个税项产品，按 2017 年统计，涉及美对华约 30 亿美元出
口。第一部分共计 120 个税项，涉及美对华 9.77 亿美元出口，包括鲜水果、干果及坚果
制品、葡萄酒、改性乙醇、花旗参、无缝钢管等产品，拟加征 15%的关税。第二部分共计
8 个税项，涉及美对华 19.92 亿美元出口，包括猪肉及制品、回收铝等产品，拟加征 25%
的关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关税的行为实际上构成保障措施。中方根据世贸组织《保障措施协定》有关规定，
制定了中止减让清单。如果中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达成贸易补偿协议，中方将对第一部分
产品行使中止减让权利;中方将在进一步评估美措施对中国的影响后实施第二部分清单。
中方保留根据实际情况对措施进行调整的权利，并将按照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履行必要程序。
上述发言人称，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产品进口的做法，严重破坏以世贸组织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已遭到多个世贸组织成员的反对。
中方也通过多层次、多渠道与美方进行了交涉，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采取法律行动，与其
他世贸组织成员共同维护多边贸易规则的稳定和权威。
商务部强调，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希望双方从
中美大局出发，相向而行，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共同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方敦促美方尽快解决中方的关切，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双方的分歧，避免对中美合作大局
造成损害。



外管局：2 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 9.43 万亿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2 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 9.43 万亿元人
民币（等值 1.49 万亿美元）
。其中，银行对客户市场成交 1.82 万亿元人民币（等值 2877
亿美元）
，银行间市场成交 7.61 万亿元人民币（等值 1.21 万亿美元）
；即期市场累计成交
3.82 万亿元人民币（等值 6044 亿美元），衍生品市场累计成交 5.61 万亿元人民币（等值
8883 亿美元）
。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3

晨会纪要：2018 年 3 月 26 日



银行业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将继续扩大开放，增强包容与合作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 24 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一带一路的
金融支持”分组会上表示，银行业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将继续扩大开放，增强
包容与合作。近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积极稳妥推进银行业进一步对外开放，
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经营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就未来银行业下一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王兆星表示，首先要继续扩大开
放，增强包容与合作。
“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欢迎符合条件的国家和银行
来华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加强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截至 2017 年末，共
有 21 一个一带一路国家 55 家银行在华设立机构，近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
积极稳妥推进银行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将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经营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银监会已经和 32 个“一带一路”国家监管当局签订合作备忘录，为下一步中资银行和“一
带一路”国家银行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好的保障。
其次要不断创新产品服务和合作方式。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的同时，中资银行要不断
加强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着力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需求，除了提供传统信贷服
务外，还要积极开展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发行“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并通过投贷联动
等方式开展“一带一路”项目融资。
王兆星还表示，要继续履行和践行好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中，中资银行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东道国积极践行绿色金融理念，探索发展绿色信贷
和发行绿色金融债券，为绿色经济提供金融支持。除大型项目外，还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
展和民生建设，建立中小企业专项贷款，积极发展和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王兆星同时也强调，要继续管控好各种金融风险，要坚持和探索政府引导、市场化商
业化运行模式，管控好各种金融风险也是为了更好开放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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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贸易战阴云笼罩全球市场，美国三大股指均创逾两年来最大单周跌幅
周五欧美股市再度大跌，
道指收跌逾 400 点或 1.77%，
纳指和标普 500 指数均跌逾 2%；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下跌 0.9%，创去年 2 月 8 日以来新低。本周，美国三大股指均创逾
两年来最大单周跌幅，道指周跌 5.63%。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周跌 3.2%，亚太股市本周亦
普遍下跌。
美国方面
周五美股尾盘跳水，道指收跌逾 400 点。道指跌 1.77%，报 23533.20 点，创去年 11
月 22 日以来新低；纳指收跌 2.43%，报 6992.67 点；标普 500 指数收跌 2.1%，2588.26
点。本周，道指跌 5.63%，纳指跌 6.54%，标普 500 指数跌 5.95%，均创逾两年最大单周
跌幅。
当地时间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1.3 万亿支出法案，避免政府关门，美股小幅上
涨，但随后加速下跌，因贸易战担忧加剧。
美国总统特朗普 3 月 22 日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 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
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特朗普在白宫签字前对媒体说，
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规模可达 600 亿美元。投资者担心，这可能引发贸易战，给全球经济
带来可怕影响。
对此，
中国商务部宣布 3 月 23 即日起对约 30 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鲜水果、
干果及坚果制品、葡萄酒、无缝钢管等产品拟加征 15%关税；猪肉及制品、回收铝等产品
拟加征 25%的关税。
商务部表示，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不害怕贸易战；任何情况下，中方都不会坐
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已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捍卫自身合法利益；希望美方悬崖勒马，
慎重决策，不要把双边经贸关系拖入险境。
Russell Investments 资深投资分析师 Wouter Sturkenboom 表示，在周四大跌后，
市场进入整固模式，投资者在评估中国的报复措施的影响。部分投资者称，他们仍预计不
会发生全面贸易战，中国宣布的报复举措相对温和。
经济数据方面，美国 2 月耐用品订单增长 3.1%，扭转了年初的跌势，增速也创下自
去年夏季来新高。
美国 2 月新屋销量环比下降 0.6%，但 1 月销量被大幅上修。2 月销量同比增长 0.5%，
按年计达到 61.8 万套。
欧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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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下跌。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跌 0.44%，报 6921.94 点，创 15
个月新低，周跌 3.38%；法国 CAC40 指数收跌 1.39%，报 5095.22 点，周跌 3.55%；德国
DAX 指数收跌 1.77%，报 11886.31 点，创 12 个月新低，周跌 4.06%。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下跌 0.9%，报收于 365.82 点，创去年 2 月 8 日以来的最低收盘
点位。本周，该指数则累计下跌了 3.2%。
美国对多达 6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关税的行动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升级的忧虑，令
市场普遍遭抛售。尽管特朗普周四正式授予欧盟各国及其他六个国家以钢铝关税临时豁免
权，但欧洲钢铁公司的股价则并未因此而受到提振。蒂森克虏伯股价收盘下跌 3%，安赛
乐米塔尔也下跌 3.4%。
亚太方面
周五中美贸易战升温引发市场避险，亚太股市收盘全线大跌，本周亦普遍下跌。
日经 225 指数跌 4.51%，报 20617.86 点，周跌 4.88%。
韩国综合指数跌 3.18%，报 2416.76 点，周跌 3.10%。
台湾加权指数跌 1.66%，报 10823.33 点，周跌 1.65%。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跌 1.96%，报 5820.70 点，周跌 2.39%。
新西兰 NZX50 指数跌 0.99%，报 8515.36 点，周涨 0.30%。
贸易战阴影激发市场恐慌情绪，恒生指数收跌 2.45%报 30309.29 点，周跌 3.79%；国
企指数跌 2.41%报 12128.27 点，周跌 4.03%；红筹指数跌 2.17%报 4418.11 点，周跌 1.8%。
全日大市成交升至 2834.45 亿港元，创 2015 年 4 月以来新高，距 2915.29 亿港元的历史
高点仅一步之遥，前一交易日为 1519.33 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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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
公司评级
强烈推荐

行业评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看好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优于市场指数 5%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市场指数持平

看淡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15%以上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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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