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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宽松预期修复短期情绪，贸易战风险并未消除
 市场综述
周一小票继续杀跌，大票一波三折。截止收盘，上证综指下跌 0.11%报收于 3068.01
点；深证成指下跌 0.75%报收于 10330.63 点；中小板指下跌 1.25%，创业板指下跌
1.67%。两市共成交 3935.26.62 亿元，大盘缩量明显。

行业方面，29 个中信一级行业多数下跌，其中，国防军工、计算机和电子元器件领
跌，而家电、非银、煤炭则涨幅居前。概念方面，参股药明康德、次新、炭黑领涨，而
无线充电、3D 传感、芯片国产化则跌幅较大。

 驱动因素分析
当前市场资金面偏紧，中小创出现跳水，大蓝筹尾盘拉升、稳定指数。政治局会议重
提扩大内需，修复短期市场情绪。多重利空倒逼宽松与创新的逻辑得到验证，或将利好金
融地产周期股超跌反弹。

但宏观政策总基调微调，对于基本面的提振作用有限，难以抵销外需不足冲击，缓解
经济下行压力。美联储预期 4 次加息、国内宽松空间相对有限。成交低迷之下，建议立足
基本面、以精选业绩超预期、高成长的个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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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4 月 23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
作，审议《关于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锐意
进取，扎实工作，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向好态势。一季度主要指标总体稳定、协调性较
好，内需拉动作用增强，工业和服务业协同性较好。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
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新产业成长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态势良好，经济运行
内在稳定性有效提升，质量效益保持较好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开端。

会议强调，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进行部署。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成功举办，我国宣布扩大
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建设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释放深化改革开放强烈信号。

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周期性态势好转，但制约经济持续向好的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仍
然突出，“三大攻坚战”还有不少难题需要攻克，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要增
强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

会议强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关键是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对表，对得上的加紧推，对不上的及时改。要加强顶层设计，抓紧出台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办法，使各地区各
部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有所遵循。要支持各地区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途径。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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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
各项部署，做好下一步工作。首先要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同时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
策取向不变，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注重引导预期，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
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
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支持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继续简政放权，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融资、用能和物流成本。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要
更加积极主动推进改革开放，深化国企国资、财税金融等改革，尽早落实已确定的重大
开放举措。要推动信贷、股市、债市、汇市、楼市健康发展，及时跟进监督，消除隐
患。要加大保障改善民生工作力度，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关键小事。

会议指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边海防的独特优势。新时代巩固党政军警
民合力强边固防，对于加强党对边海防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建设强大稳固现代边海
防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责任担当和进取精神，加
紧推进各项工作，为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沿边沿海各级党委要落实主体责任，抓好党的
边海防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完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机制，强化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切实将各方面各领域力量融起来、工作统起来。要强化统筹协
调、健全制度机制、搞好齐抓共管、推进依法治边，进一步完善边海防力量体系，走开
军民融合共建边海防的路子，推动军地联防联管，落实相关保障措施。要统筹强边固防
和“一带一路”建设、脱贫攻坚、兴边富民、生态保护等工作，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和对外开放，维护沿边沿海地区和管辖海域安全稳定与繁荣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统计局：一季度投资稳步增长，持续发挥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统计局官网刊登投资司巡视员文章称，2018 年一季度，全国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00763 亿元，同比增长 7.5%，增速比 1-2 月份回落 0.4
个百分点。投资继续发挥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在培育新动能和补齐民生短板
等方面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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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短板和促进消费升级领域投资稳步增长

一季度，短板和消费领域较多的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0%，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2.5
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83.8%。

一是短板领域投资不断增加。一季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 34.2%，道
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18.9%，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13.4%。整个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3%，增速虽有所回落，但明显高于全部投资。分地区看，中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5.7%，西部地区增长 17.6%，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居民消费升级领域投资快速增长。随着医疗、旅游、教育、文化、养老、体育
等领域的需求日趋旺盛，这些领域的投资也呈快速增长。一季度，卫生行业投资增长
22.8%；教育投资增长 26.9%；旅游公园和景区管理投资增长 16.4%；文化艺术业投资增
长 17%；体育行业投资增长 37.3%。

二、第一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第一产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一
季度，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4.2%，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16.7 个百分点；对投资增长的
贡献率为 6%，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其中，农业投资增长 25.4%，林业投资增长
18.2%，畜牧业投资增长 28.8%。

三、高技术产业投资发展势头良好

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 3.8%，增速虽比 1-2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但从内部结
构看，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仍较为稳健。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7.9%，增速
高于全部投资 0.4 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投资增长 39.7%，通信
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38.2%，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33%。近年来，高技术制
造业始终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占制造业投资的比重逐年提高，2014-2017 年高技术制
造业占制造业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10.6%、11.1%、12.1%和 13.5%，今年一季度该比重进一
步提高至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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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也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12.3%，增速比第三产业投资高 2.3 个百分点。其中，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业投资增长
42%，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 23.6%，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12.1%。

四、民间投资增速继续回升

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继续回升，同比增长 8.9%，增速比 1-2 月份和去年全年分别提
高 0.8 和 2.9 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高 1.4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农林牧渔业投资增
长 25.1%，增速比 1-2 月份提高 2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 4.6%，增速提高 0.2 个百
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6.7%，增速提高 1.2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14.6%，
增速提高 0.6 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中国网报道，农业农村部 4 月 23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践行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优化农业产能和增
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着力稳生产、调结构、提素质、促改革，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
开局良好。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 8904 亿元，同比增长 3.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4226 元，实际增长 6.8%，延续了“双增长”的势头，实现了“开门红”。



央行：对涉嫌非法集资的“虚拟货币”相关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腾讯财经报道，4 月 23 日，处置非法集资部级联席会议在银保监会召开，来自央
行、证监会、最高人民法院等 11 个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来自央行的信息显示，央行对涉嫌非法集资的“虚拟货币”相关行为进行严厉打
击，针对涉嫌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活动的 IC0 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场所，人民银行
会同相关不问及时发布公告，明确态度、警示风险，并部署各地开展整治，目前，全国
摸排出的 ICO 平台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场所已基本实现无风险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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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楼市调控升级：全域限购 严格限贷及限制转让
4 月 22 日晚间，海南省人民政府网发布关于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通知，指出将
实行严格的限购政策，在已出台限购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全域限购。
通知表示，海南将做好本地居民住房保障和供应工作。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通过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限售商品住
房、租赁住房以及实施棚户区改造，妥善解决好本地居民基本住房需求问题。
其次，强化“多规合一”
，从严土地、规划管控。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实施
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确保海南建设用地总量在现有基础上不增加。建设用地
供应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亟需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发
展、民生需求等倾斜，大幅减少直至停止供应外销商品住宅项目用地。
通知表示，实行严格的限购政策，在已出台限购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全域限购。
其中，五指山、保亭、琼中、白沙 4 个中部生态核心区市县建设的住房只能面向本
市县居民家庭销售；海口、三亚、琼海已实行限购的区域，非海南本省户籍居民家庭购
买住房的，须提供至少一名家庭成员在海南省累计 60 个月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
缴纳证明；上述区域之外，非海南省户籍居民家庭购买住房的，须提供至少一名家庭成
员在海南省累计 24 个月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自通知发布后户籍迁入海南省的居民家庭只能购买一套住房，并须提供至少一名家
庭成员在海南省累计 24 个月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海南各市县将加强购房资格审查，规范住房交易行为。非海南省户籍居民家庭不得
通过补缴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购买住房。
海南还将严格限贷、限制转让和价格备案管理。非海南省户籍居民家庭在海南省购
买住房，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 70%。居民家庭或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在海南省购买的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满 5 年后方可转让。
此外，还将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违规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



工信部：我国芯片产业复合增值率约为全球增速 5 倍
中国证券网报道，据工信部，2013-2017 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年复合增值率为 21%，
约是同期全球增速的 5 倍左右，我国以芯片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行业，具有强劲发展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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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 4 月 23 日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刁石京表示，20132017 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年复合增值率为 21%，约是同期全球增速的 5 倍左右，规模从
2013 年的 2508 亿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5411 亿元，产量从 2013 年的 867 亿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1565 亿元。产业投资翻了一番，近三年年均投资额超过 1000 亿元。采用我们自主
研发芯片的超级计算机在最近 4 期的世界评比中都获得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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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欧美股市基本持稳，10 年期美债收益率逼近 3%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一欧美股市基本持稳，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 3%，
施压股市。道指微跌 0.06%，连跌四日，为 7 周以来最长连续下跌时期。标普 500 指数
涨 0.01%，纳指收跌 0.25%。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4%，创十周新高。

美国方面

周一美国三大股指多数下跌。道指收跌 0.06%，报 24448.69 点；纳指收跌 0.25%，
报 7128.60 点；标普 500 指数收涨 0.01%，报 2670.29 点。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
3%，施压股市。道指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收跌，为 7 周以来最长连续下跌时期。美国铝业
大跌逾 13%，因美国考虑暂缓制裁俄铝。

周一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延续了上周的上涨趋势，一度涨至 2.998%，为 2014
年 1 月以来的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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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Tradeweb
数据，由 10 年期通胀保值债券衍生而来的通胀预期已攀升至 2.19%，为 2014 年 9 月以
来的最高水平。

美联储预计今年再加息两次，且联邦基金利率预计到 2020 年要从当前的
1.5%~1.75%的区间，攀升至 2020 年的 3.6%左右。

分析人士认为，10 年期美债收益率触及 3%水平或成为各类资产风险偏好的潜在分水
岭，如果触及这个门槛，可能促使市场启动一轮对风险的重新定价，并再次掀起全球金
融市场的动荡。对投资组合而言，这将产生重大影响，从推高企业融资成本，到侵蚀信
贷总体回报和限制股票估值。

在最近科技板块遭遇损失后，投资者继续关注本周的一些大型科技企业的财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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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Facebook 以及推特等。分析师预计，标普 500 指数今年
第一季度的盈利增长约为 17%，为 2011 年初以来的最快增速。

美国金属制造类股大跌，受累于美国或考虑放松制裁俄铝。美国钢铁收跌 0.33%，
AK 钢铁收跌 1.47%，Steel Dynamics 收跌 2.04%，Nucor 收跌 1.05%；美国铝业收跌
13.51%，世纪铝业收跌 5.27%，Kaiser Aluminum 收跌 3.31%。

经济数据面，3 月份的芝加哥联储全国制造业活动指数下跌至 0.1，2 月份为 0.98。

其他市场方面，LME 期镍收跌 3.71%，报 14280 美元/吨；LME 期铝收跌 8.69%，报
2254.5 美元/吨，创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因美国或考虑放松制裁俄铝。美国财政部此前
称允许美企业和个人延后至 10 月 23 日终止与俄铝业务往来。

NYMEX 原油期货收涨 0.76%，报 68.92 美元/桶，结束三日连跌。投资者担心美国制
裁可能打击伊朗的原油产量。

金价连续第三日下跌，并触及近五周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由于美元及美债收益率
双双走强。COMEX 黄金期货收跌 0.87%，报 1326.6 美元/盎司。NYMEX6 月期钯价格暴跌
5.36%，报 975 美元/盎司，创 3 月 1 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国考虑放松制裁俄铝，
这缓解了美国或对全球最大钯金生产商诺里尔斯克镍业进行制裁的担忧。

欧洲方面

周一欧洲三大股指集体收涨。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0.42%，报 7398.87 点；法国
CAC40 指数收涨 0.48%，报 5438.55 点；德国 DAX 指数收涨 0.25%，报 12572.39 点。英
国和法国股市均连涨五日。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4%，报收于 383.18 点，涨幅为 0.4%，创下了自 2 月 2
日以来的最高收盘点位。随着国债收益率的上升，金融股在当日的交易中有所上涨。同
时，市场正在等待定于本周召开的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

瑞银集团下跌 2.5%，尽管该行发布的第一季获利高于预期，但瑞银集团对第二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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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谨慎的言论，其普通股权益一级资本(CET1)比率略低于预期，财富管理业务令人失
望。

不过，金融股整体表现得益于国债收益率上升。泛欧斯托克 600 银行指数则收盘上
涨 0.7%。

必需性消费类股下跌，雀巢 、百威英博、联合利华跌幅居前，下降 0.2%至 1%不
等。

亚太方面

周一亚太股市收盘普跌，追随上周五美股跌势。

韩国综合指数跌 0.09%，报 2474.10 点。

日经 225 指数跌 0.33%，报 22088.04 点。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涨 0.29%，报 5886.00 点。

台湾加权指数跌 0.76%，报 10697.13 点。

新西兰 NZX50 指数跌 0.23%，报 8303.62 点。

香港恒生指数跌 0.54%，报 30254.4 点。国企指数跌 0.45%，报 12000.16 点。红筹
指数跌 0.75%，报 4405.38 点。大市成交 882 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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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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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中性

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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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以上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5%到 15%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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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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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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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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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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