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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国际形势不利，抄底仍需谨慎
本周市场大概率以谨慎观望为主，建议控制仓位，
耐心布局估值合理的优质成长股。结构性机会方面，
可关注通胀预期催化之下农产品、黑色系等周期股的
超跌反弹机会，以及政策利好的物联网、信息安全、
人工智能、雄安新区等主题。

财经要闻
 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
破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批复了《河北雄安新区规
划纲要》
 商务部：已收到美经贸磋商信息
 证监会修订改进和完善上市公司非标审计意见的
披露要求

海外市场综述
 本周欧美股市普涨，纳指上涨 0.6%
周五欧美股市涨跌不一，道指收跌逾 200 点，苹果
大跌逾 4%。美债收益率全线大涨。泛欧斯托克 600 指
数微升 0.01%。亚太股市收盘普跌，科技股遭受抛压。
本周，欧美股市普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纳指
周涨 0.6%。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涨 0.7%，连续四周上
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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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国际形势不利，抄底仍需谨慎

 市场回顾
周五大盘低开低走，再次探底。截止收盘，上证综指下跌 1.47%报收于 3071.54 点；
深证成指下跌 1.79%报收于 10408.91 点；中小板指下跌 1.64%，创业板指下跌 2.06%。两
市共成交 4470.62 亿元，成长放量、周期缩量。
行业方面，29 个中信一级行业全线下跌，其中，建材、有色和计算机领跌，而家电、
银行、国防军工则较为抗跌。概念方面，仅芯片国产化、集成电路、核高基等少数板块飘
红，而海南国资、次新、赛马指数则跌幅较大。

 驱动因素分析
市场对贸易战升级和利率上行的担忧加深，中小创处于领跌位置。前期博弈热点明显
降温，短期风险偏好有所下降。外围不确定因素加大，预计中美谈判将曲折反复，而贸易
战仍将加剧市场谨慎避险情绪。
本周市场大概率以谨慎观望为主，建议控制仓位，耐心布局估值合理的优质成长股。
结构性机会方面，可关注通胀预期催化之下农产品、黑色系等周期股的超跌反弹机会，以
及政策利好的物联网、信息安全、人工智能、雄安新区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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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在 20 日到 21 日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站在人类历史发展及党和国家全局高度，科学分析了信息化变革趋势和肩负的历史使
命，系统阐述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深刻回答了事关网信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为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认为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形成了网络
强国战略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
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文华认为，综合治网格局可以实现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的共治共赢。党委领导是在确定整体网络发展的正确方向和价值引领；政府管理实际上
是网络日常健康有序运行的必需；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履责自律会使得网络安全问题取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社会监督是保障公共利益的必须；网民自律是净化网络环境、推动网
络文化积极发展的基础。这些都缺一不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
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
护，加强网络安全信息统筹机制、手段、平台建设，加强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指挥能力建设，
积极发展网络安全产业，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总工程师李京春表示，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将网络
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非常必要。现在信息化发展得特别快，比如智能手机、智能终
端，和百姓、民生联系越来越多。将来面临的威胁并非简单的网络瘫痪问题，可能会造成
社会功能的瘫痪，或者造成更大的风险和威胁。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曾强调过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他还多次提到
要掌握核心技术，并指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而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
只有自力更生。在这次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
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互联网专家王越认为，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尤其重要。加速核心技术突破
是确保我国既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蓝图得以顺利展开的强有力保障。把握历史发展
机遇，把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网络强国，关键就是要掌握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加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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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核心技术上质的突破。



商务部：已收到美经贸磋商信息
4 月 22 日凌晨消息，在中美两国就贸易问题陷入对峙之际，美国财长努钦表示考虑
访问中国商谈贸易问题。
努钦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春季会议上向记者发表讲话时称，对美国
和中国可以达成贸易协议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拒绝对最终协议的可能形式透露任何
细节。
努钦还称他在 IMF 会议上会见了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讨论主要集中在央行范畴内的相
关问题，而非贸易问题。两人还谈到了中国宣布的有关开放市场的“行动”
，美国对此表
示鼓励和认可。
努钦表示，美国的贸易举措不关乎“保护主义”；美国希望“公平互惠的贸易”
。
努钦应俄罗斯要求，在 IMF 峰会间隙与俄罗斯财政部长 Siluanov 举行了双边会晤，
不过美国仍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
努钦还透露了美国正考虑与日本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此外，美国支持世界银行增资和
改革。
IMF 主席拉加德在同一会议上也表示，所有国家都渴望促进自由贸易，中美两国应该
继续对话。



证监会修订改进和完善上市公司非标审计意见的披露要求
近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
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
（2018 年修订）
，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为规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证监会对《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
处理》作出修订。本次修订贯彻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原则，结合新审计准则的变化并
考虑资本市场现实情况，改进和完善了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信息披露要求，以更好
地满足投资者信息需求。
本次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因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披露规范而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取消对
股票实行停牌处理的相关规定。此次修订对因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定而被
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不再对其股票强制停牌，改以强化信息披露的方法，针对不同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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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审计意见类型提出具体的、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
二是参照新审计报告准则修订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定义及涵盖范围。新修订的审计准
则中已不再包含“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念，但考虑到“非标准审计意见”概念被证监会
及交易所多项监管规定所引用，此次修订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念及其类型进行了明
确界定。
三是增加了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出具专项说明的内容要求。此次修
订中增加了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作出专项说明的规定，并按审计意
见类型具体规范了注册会计师专项说明应包含的内容，以强化对注册会计师发表恰当审计
意见的监管。
四是删除了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对上市公司利润产生影响时，要求上市公司在制定
利润分配方案过程中应扣除相关影响数的规定。本规则主要规范非标意见情况下的信息披
露行为，故本次修订删除了原规则中关于限制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规定。
修订后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共十条，包括总则性条款、非标准
审计意见下相关主体信息披露具体要求和生效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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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本周欧美股市普涨，纳指上涨 0.6%
周五欧美股市涨跌不一，道指收跌逾 200 点，苹果大跌逾 4%。美债收益率全线大涨。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微升 0.01%。亚太股市收盘普跌，科技股遭受抛压。本周，欧美股市
普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纳指周涨 0.6%。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涨 0.7%，连续四周
上涨。
美国方面
周五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道指收跌逾 200 点或 0.8%，报 24462.94 点；纳指收跌
1.27%，报 7146.13 点；标普 500 指数收跌 0.9%，报 2670.14 点。苹果收跌逾 4%。投资者
正在关注美债收益率以及最新企业财报。本周，道指上涨 0.4%，标普 500 上涨 0.5%，纳
指上涨 0.6%。
迄今为止的企业财报大多超出市场预期。通用电气在周五早间公布的财报同样好于市
场的预期值。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 16%的标普 500 指数成分股公司公布了
财报，其中 81.5%公司的盈利都超出分析师预期。
苹果股价大跌 4.1%，领跌道指，本周累跌约 5.16%。投资者对其财报和 iPhone 需求
感到忧心忡忡。摩根士丹利称苹果第三财季（截至 6 月份）的 iPhone 销售量将令华尔街
分析师感到失望。还有分析师称，苹果公司的 iPhone X 今年极有可能停产，认为 iPhone
X 已死，其问题在于定价过高而被消费者抛弃。摩根士丹利将苹果股票目标价下调至 200
美元。
苹果大跌拖累科技板块下滑。谷歌 A 类股收跌 1.11%，亚马逊收跌 1.89%，Facebook
收跌 1.08%，微软收跌 1.15%，奈飞收跌 1.48%，特斯拉收跌 3.28%，英伟达收跌 0.14% ，
AMD 收跌 1.19%，
英特尔收跌 1.32%，
美光科技收跌 1.56%，高通收跌 2.15%，
IBM 收跌 1.9%，
博通收跌 2.36%。
此外，美债收益率全线大涨，也导致股市承压。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周五继续本
周以来的强劲上升趋势，创 4 年多以来新高。与此同时，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上升到
了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债收益率走牛反映了投资者对美国通胀水平上行压力加大的预期。法国兴业银行通
胀策略主管 Jorge Garayo 表示，近期大宗商品大涨，预计这将继续支撑对通胀上升的预
期，且意味着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数据将表现强劲。
美联储官员暗示今年会进一步升息。芝加哥联储行长埃文斯周五表示，继续渐进式加
息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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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联储行长威廉姆斯表示，在未来数年美国经济增速扩大的情况下，美联储将继
续渐进式加息。政策行动取决于美国经济如何改革、通胀以及全球形势。
欧洲方面
周五欧洲三大股指多数收涨。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0.54%，报 7368.17 点，连涨四
日，刷新近三月以来新高；法国 CAC40 指数收涨 0.39%，报 5412.83 点；德国 DAX 指数收
跌 0.21%，报 12540.50 点。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微升 0.01%，
本周该指数累计上涨了 0.7%，连续第四个星期走高。
英国股市周五继续上涨。英国央行行长卡尼讲话偏鸽派从而导致英镑走软。 此前，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表示，货币政策委员会尚未决定行动时机，但英国应当为未来几年数次
加息做好准备。从此前的市场定价来看，投资者原本预计英国央行会在定于 5 月 10 日召
开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
瑞典移动通信设备生产商爱立信暴涨 17.5%，录得 2002 年 10 月来最大单日升幅，此
前该公司公布的首季盈利及毛利率都高于市场预估，因裁员等削减成本措施开始见效。
北欧电信集团 Telia 劲升 8.6%，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首季核心盈利略高于市场预期，
并宣布了股份回购计划。
亚太方面
周五亚太股市收盘普跌，科技股遭受抛压；本周涨跌不一。
韩国综合指数跌 0.39%，报 2476.33 点，周涨 0.87%。
日经 225 指数跌 0.13%，报 22162.24 点，周涨 1.76%。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跌 0.21%，报 5868.80 点，周涨 0.68%。
台湾加权指数跌 1.75%，报 10779.38 点，周跌 1.70%。
新西兰 NZX50 指数跌 0.60%，报 8323.22 点，周跌 1.09%。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跌 0.94%报 30418.33 点，周跌 1.27%；国企指数跌 1.52%报 12054.23
点，周跌 1.69%；红筹指数跌 1.08%报 4438.61 点，周跌 1.17%。全日大市成交降至 992.89
亿港元，前一交易日为 11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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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