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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受增产消息影响，原油价格大跌
从盘面上看，创业板持续下跌，计算机、电子通
信等科技股全面杀跌，医药板块持续利好，趋势性行
情不变。受欧佩克与俄罗斯石油增产消息影响，周五
原油期货大跌，短期或受情绪影响利空石油板块。煤
炭限价令给下游行业带来一定利润空间，叠加即将进
入 6 月用电高峰，发电板块或将迎来结构性行情。总
体来说，短期避险情绪有所升温，适当参与超跌反弹
个股和医药股板块趋势行情。

财经要闻
 银保监会：4 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同比增加
7.2%
 发改委《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年内将出台
 4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1.9%
 OPEC 限产协议“终结”

海外市场综述
 本周欧美股市涨跌不一，油价大跌拖累能源股
周五欧美股市涨跌不一，道指收跌近 60 点，油价
大跌逾 4%，能源股普跌，雪佛龙收跌 3.5%。特朗普称
特金会仍有可能在 6 月 12 日举行。泛欧斯托克 600 指
数上涨 0.1%，西班牙和意大利股市大跌。本周，欧美
股市亦涨跌不一，美国三大股指均收涨，纳指涨 1.09%。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周跌 0.9%，终结了此前八个星期
的连涨走势。
分析师：袁晨
执业证书号： S14905160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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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受增产消息影响，原油价格大跌

 市场回顾
周五（5 月 25 日），大盘低开后震荡下行，个股跌多涨少，弱势特征明显。截至收
盘，上证综指报收 3141.30 点，下跌 0.42%；深成指收报于 10448.22 点，下跌 1.10%；中
小板指下跌 1.21%，创业板指下跌 1.84%。两市成交量为 3982 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
增加。
29 个中信一级行业只有食品饮料、医药、汽车、零售、银行五个板块上涨。计算机、
通信领跌，周期股表现疲软。

 驱动因素分析
周五 NYMEX 原油期货收跌 4.54%，报 67.50 美元/桶，连跌四日，创一年来最大单日
跌幅，本周跌 5.42%。布伦特原油期货收跌 3.02%，报 76.45 美元/桶，本周跌 2.6%，结
束六周连涨走势。
从盘面上看，创业板持续下跌，计算机、电子通信等科技股全面杀跌，医药板块持续
利好，趋势性行情不变。受欧佩克与俄罗斯石油增产消息影响，周五原油期货大跌，短期
或受情绪影响利空石油板块。煤炭限价令给下游行业带来一定利润空间，叠加即将进入 6
月用电高峰，发电板块或将迎来结构性行情。总体来说，短期避险情绪有所升温，适当参
与超跌反弹个股和医药股板块趋势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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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银保监会：4 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同比增加 7.2%
中国银保监会 25 日披露数据显示，4 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 248.6 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加 7.2%；总负债 228.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6.8%。
分类来看，4 月末商业银行总资产 192.4 万亿元，同比增加 6.4%；总负债 177.2 万亿
元，同比增加 6%。
4 月末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 88.1 万亿元，同比增加 5.8%；总负债 80.7 万亿元，同比
增加 5.6%。
4 月末股份行总资产 44.7 万亿元，同比增加 3.2%；总负债 41.5 万亿元，同比增加
2.6%。



发改委《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年内将出台
5 月 25 日，国家发改委《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目前，征求意见
阶段已经结束。据悉，此规定将于 2018 年正式出台。
该意见稿表明，国家支持社会资本和具有较强技术能力的企业投资新能源汽车、智能
汽车、节能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研发和产业化领域；同时，鼓励企业通过股权投资，开展兼
并重组和战略合作，联合研发产品，共同组织生产，提升产业集中度，支持国有汽车企业
与民营汽车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强联手，组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汽车企业集团。
“这意味着，发改委将重启纯电动乘用车生产资质审核。
”业内人士表示。
根据意见稿内容，新建独立纯电动汽车企业投资管理项目需要在所在省份、企业法人、
研发资金满足一定要求。
其中，意见稿要求新建项目所在省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桩车占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新能源僵尸企业和僵尸清理工作全部完成；现有新建纯电动汽车企业投资项目均已检
车，其产量达到建设规模。
在企业法人的要求上，要求所有股东在项目建成前不得撤股，股东需要拥有整车控制
系统、驱动电机、车用动力电池等关键零部件知识产权和生产能力，且对关键零部件具有
较强掌控能力；现有新建电动汽车企业投资项目均已建成，且产量达到建设规模，不存在
违规建设项目等。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主要股东股权高于三分之一，自由资金和融资能力能够满足项目
及运营需要的，需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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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汽车整车企业为主要股东的，其中燃油汽车企业上两个年度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
均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纯电动汽车企业上年度产量达到建设规模。
2、汽车零部件企业为主要股东的，上两个年度关键零部件（政策控制系统、驱动电
机、车用动力电池）的配套装车量累计大于 10 万套。
3、设计研发企业、境外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为主要股东的，研发且拥有知识产权的
纯电动汽车产品，上两个年度累计市场销售并登记注册的数量大于 3 万辆乘用车或 3000
辆商用车，且平均单车累计实行里程大于 1 万公里。
“这就表示，代工模式受到了认可，而且这个政策将会对这些新造车企业非常利好，
一旦他们通过代工模式生产的车型在市场销量满足上述条件，生产资质也就不远了。”



财政部、工信部启动新一轮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财政部、工信部今日发布文件，组织深入开展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试点面向无
4G 网络覆盖的偏远行政村、重点边疆和海岛，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带动地方政
府加强统筹和政策支持，以企业投入为主，提高重点地区 4G 网络覆盖率。即日起各地市
人民政府可对区域内试点项目进行充分统筹整合和优化布局，明确地方投入机制和支持政
策，有效制定工作路线图和绩效目标，编制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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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本周欧美股市涨跌不一，油价大跌拖累能源股
周五欧美股市涨跌不一，道指收跌近 60 点，油价大跌逾 4%，能源股普跌，雪佛龙收
跌 3.5%。特朗普称特金会仍有可能在 6 月 12 日举行。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1%，西
班牙和意大利股市大跌。本周，欧美股市亦涨跌不一，美国三大股指均收涨，纳指涨 1.09%。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周跌 0.9%，终结了此前八个星期的连涨走势。
美国方面
周五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道指收跌近 60 点或 0.24%，报 24753.09 点；纳指收涨
0.13%，报 7433.85 点；标普 500 指数收跌 0.24%，报 2721.33 点。美油大跌逾 4%，美国
能源股普跌。现货黄金跌破 1300 关口。特朗普称特金会仍有可能在 6 月 12 日举行。本周
道指涨 0.15%，纳指涨 1.08%，标普 500 指数涨 0.31%。
有关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俄罗斯正在讨论自 2016 年以来首次提高原油产量的
消息令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下跌。NYMEX 原油期货收跌 4.54%，报 67.50 美元/桶，连跌四日，
创一年来最大单日跌幅，本周跌 5.42%。
油价大跌，拖累美国能源股。雪佛龙收跌 3.49%，康菲石油收跌 4.35%，EOG 能源收
跌 1.85%，斯伦贝谢收跌 3.68%，埃克森美孚收跌 1.94%。
据人民日报海外网，特朗普周五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朝美首脑会晤取消后，目前美方
“正在与朝鲜谈话”
。
朝美首脑会晤甚至还可能于 6 月 12 日举行，
朝方非常希望举行会晤，
我们也愿意。我们将拭目以待。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将于 6 月 2 日至 4 日率团访华，双方团队将继续就中美经贸问题进
行磋商。
此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没有处于可持续的财政路径上，当前是时候修正
美国长期财政政策前景了，若有需要，美国仍有财政空间作出回应。他认为，在应对经济
危机时发明的工具大部分是有用的，美联储面临的测试没有结束，货币政策依然在正常化。
下周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美股将会休市。在为期三天的长周末之前，股
市交投清淡。
盘前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及预期。数据显示，美国 4 月耐用品订单初值环比降 1.7%，
预期降 1.3%，前值增 2.6%；4 月扣除运输类耐用品订单初值环比增 0.9%，预期增 0.5%，
前值增 0.1%；4 月扣除飞机非国防资本耐用品订单初值环比增 1%，预期增 0.7%，前值降
0.4%。
欧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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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欧洲三大股指多数上涨。
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0.18%，
报 7730.28 点，周跌 0.62%；
法国 CAC40 指数收跌 0.11%，报 5542.55 点，周跌 1.28%；德国 DAX 指数收涨 0.65%，报
12938.01 点，周跌 1.07%。欧洲三大股指均结束八周连涨走势。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1%，报收于 391.08 点，本周跌 0.9%，终结了此前八个星
期的连涨走势。
西班牙和意大利股市大跌，二线银行股首当其冲，较安全的德股和德债得益，因投资
人将资金从欧元区二线债市和股市中撤出。
西班牙 IBEX 35 指数下跌 1.7%，报收于 9826.50 点。因西班牙国债收益率周五攀升，
十年期西班牙国债收益率上升 7 个基点，至 1.452%，创下三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西班牙社会党领袖佩德罗·桑切斯称，如果社会党能赢得该党对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发起的
不信任投票，则将发起一场提前大选。
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挫至七周新低，下挫 1.5%。意大利银行股指数收挫 3.7%，至 11
个月最低。
亚太方面
亚太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本周普跌，特朗普取消“特金会”引发市场避险情绪。
韩国综合指数跌 0.21%，报 2460.78 点，周涨 0.01%。
日经 225 指数涨 0.06%，报 22450.79 点，周跌 2.09%。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跌 0.07%，报 6032.80 点，周跌 0.90%。
台湾加权指数涨 0.05%，报 10942.30 点，周涨 1.03%。
新西兰 NZX50 指数涨 0.55%，报 8638.40 点，周跌 0.23%。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跌 0.56%报 30588.04 点，本周跌 1.48%。恒生国企指数跌 0.86%，
本周跌 2.49%。能源股疲软，三桶油集体下挫，中国海洋石油(0883.HK)领跌蓝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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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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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晨，在此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
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
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等。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已在知晓范围内按照相关
法律规定履行披露义务。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资产管理和证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
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和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本报告仅提供给本公司客户有偿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
户。本公司会授权相关媒体刊登研究报告，但相关媒体客户并不视为本公司客户。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获得本公司书面授
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传播，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害该报告版权及所有相关权利。本报告中的信息、
建议等均仅供本公司客户参考之用，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本报告并未考虑到客户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
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
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可就研究报告相关问题咨询本公司的投资顾问。本公司市场研究部及其分析师认为本报告所载资
料来源可靠，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均不作任何保证，也不承担任何投资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本公
司及其关联方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及由此造成的对本报告客观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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