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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

收盘点位

 贸易战再现黑天鹅
周三（5 月 30 日），大盘再度调整，创一年以来新低。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报于 3141.44 点，下跌了 2.53%；
深成指收报于 10105.79 点，下跌了 2.35%；中小板指
下跌了 2.35%，创业板指则下跌了 2.67%。两市成交量
为 4382.58 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有所上升。当下贸易
摩擦的升温加剧了市场的避险情绪。但外因更多是导火
索，不改 A 股自身运行规律，去杠杠特别是资管新规落
地，金融持续收缩导致市场资金面紧张加剧，是近期 A
股主要风险，预计近期市场压力增大。当前底部反弹的
空间较为有限，短期内以轻仓避险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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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综述
欧美股市大幅反弹，道指收涨逾 300 点
周三欧美股市大幅反弹，道指收涨逾 300 点，能源股追
随油价大涨。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均创 5 月 4 日以来最
大单日涨幅。意大利政治风险降温。美联储经济褐皮书
显示，短期经济增长前景“大体向好”。罗素 2000 小
盘股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3%，
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大幅上涨 2.1%。
分析师：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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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贸易战再现黑天鹅
 市场综述
周三（5 月 30 日），大盘再度调整，创一年以来新低。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报于
3141.44 点，下跌了 2.53%；深成指收报于 10105.79 点，下跌了 2.35%；中小板指下跌
了 2.35%，创业板指则下跌了 2.67%。两市成交量为 4382.58 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有所
上升。

行业方面，29 个中信一级行业多数下跌，仅仅只有食品饮料小幅上涨，而通信、煤
炭和机械则跌幅居前。概念方面，也仅有黄金珠宝、生物育种和反关税指数表现较为活
跃。

 驱动因素分析
白宫官网 29 日发表声明，美国将加强对获取美国工业重大技术的相关中国个人和实
体实施出口管制，并采取具体投资限制，拟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正式公布相关措施，之
后不久将正式实施。声明还称，根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
包括高科技产品在内的总值 500 亿美元的产品征收 25%的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
2025”计划相关的产品。最终的进口商品清单将于 6 月 15 日之前公布，稍后将对这些进
口产品征收关税。

尽管此前双方已经发布了共同声明，但出无论是出于贸易谈判策略，还是美国各方利
益不一而变脸，均可以看出贸易磋商将是曲折反复的长期过程。当下贸易摩擦的升温加剧
了市场的避险情绪。但外因更多是导火索，不改 A 股自身运行规律，去杠杠特别是资管新
规落地，金融持续收缩导致市场资金面紧张加剧，是近期 A 股主要风险，预计近期市场压
力增大。当前底部反弹的空间较为有限，短期内以轻仓避险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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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商务部：美国企业对耳机听筒及其组件提起 337 调查申请，中国多家公司为列名被告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商务部 5 月 30 日早间公告，美国企业对耳机听筒及其组件提
起 337 调查申请，中国多家公司为列名被告。

5 月 24 日，美国 Bose Corporation 公司依据《美国 1930 年关税法》第 337 节规定
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指控对美出口、在美进口或在美销售的耳机听筒及其组
件（Certain Earpiece Device and Components Thereof）侵犯其专利权，请求美国际
贸易委员会发布普遍排除令和禁止令。中国深圳 Misodiko 公司、Phonete 公司和
TomRich 公司为列名被告。



国资委：中央企业要提高合规风险防范能力，筑牢境外法律风险防范底线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5 月 29 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境外风险防控座谈
会。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要求，切实把境外风
险防控工作落到实处，推动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迈上新台阶，努力成为坚持对外开放基
本国策、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主持座谈会。

肖亚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瑞士达沃斯、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发表的重要讲话，为
中央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国资委和中央
企业高度重视境外风险防控工作，有力保障了国际化经营顺利推进，中央企业在不断做
强做优做大的同时，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国家外交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肖亚庆强调，要充分认识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准确把
握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认真梳理境外投资存在的问题，既保持战略定力，抓住重大机
遇和有利条件，又未雨绸缪、苦练内功。要坚持走出去的信心和决心不动摇，坚持高质
量国际化经营道路不动摇，坚持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监管不动摇，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
的建设不动摇，切实做好境外风险防控工作，在开放合作中努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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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企业。

肖亚庆要求，中央企业要着力做好战略规划，充分发挥战略导向作用，把企业国际
化经营引入有序轨道。要着力加强集团管控，统一管理职能、健全管控机制，完善管控
方式、强化境外项目管理，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要着力推进依法合规，增
强合规经营意识，提高合规风险防范能力，完善风险防范机制，筑牢境外法律风险防范
底线。要着力避免无序竞争，加强企业之间沟通合作，做好业务统筹、资源整合，规范
国际化经营秩序。要着力加强队伍建设，建立更加积极的国际化人才引进培养机制，深
化选人用人制度改革，打造一支高素质国际化经营人才队伍。

中国石油、中国远洋海运、招商局集团、中交集团和中国能建等 5 家中央企业作了
交流发言。国资委有关厅局和部分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 186 个基点报 6.4207，为 1 月 18 日以来新低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 186 个基点，报 6.4207，为 1 月 18
日以来新低。前一交易日中间价报 6.4021，16:30 收盘价报 6.4188，22:30 夜盘收报
6.4160。

申万宏源分析师表示，短期内，美对华贸易逆差收窄预期或令美国经济增长略偏乐
观，但欧英经济及货币政策逐步明朗情况下，美元指数进一步大幅上行空间有限。预计
2018 年内人民币汇率预计年内大概率在当前位置窄幅波动。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18 年 5 月 30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为：1 美元兑人民币 6.4207 元，1 欧元兑人民币 7.4074 元，100 日元兑人
民币 5.9234 元，1 港元兑人民币 0.81839 元，1 英镑兑人民币 8.5101 元，1 澳大利亚元
兑人民币 4.8103 元，1 新西兰元兑人民币 4.4269 元，1 新加坡元兑人民币 4.7695 元，1
瑞士法郎兑人民币 6.4790 元，1 加拿大元兑人民币 4.9290 元，人民币 1 元兑 0.62042
马来西亚林吉特，人民币 1 元兑 9.7925 俄罗斯卢布，人民币 1 元兑 1.9763 南非兰特，
人民币 1 元兑 168.36 韩元，人民币 1 元兑 0.57205 阿联酋迪拉姆，人民币 1 元兑
0.58410 沙特里亚尔，人民币 1 元兑 43.3096 匈牙利福林，人民币 1 元兑 0.58522 波兰
兹罗提，人民币 1 元兑 1.0046 丹麦克朗，人民币 1 元兑 1.3970 瑞典克朗，人民币 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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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 1.2914 挪威克朗，人民币 1 元兑 0.71026 土耳其里拉，人民币 1 元兑 3.0869 墨西哥
比索，人民币 1 元兑 4.9958 泰铢。



蚂蚁金服完成最新一轮融资，估值高至 1500 亿美元
一财网报道，有外媒报道，蚂蚁金服已完成最新一轮融资，共筹集到 100 亿美元，
这轮融资对蚂蚁金服的估值达 1500 亿美元。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表示，上述消息属实。

一些国际主权财富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加入本轮融资，成为主要投资者。这些
投资者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淡马锡控股，以及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华平投
资集团。目前，筹资金额及投资者阵容已确定，正在进行资金转移。

对于上述消息，蚂蚁金服拒绝置评。



北京将编制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
北京日报报道，在 2018 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举
行授牌签约仪式，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与西城区政府签署了共同推进示范区建设
的合作协议。北京市还将编制《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8-2020）》，在示范区
打造金融监管科技为核心、金融创新应用领域为支撑的产业集聚格局。

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将实施金融科技百家领军企业计划，推动“国家
队”“生力军”和“独角兽”三类企业落地，重点布局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务融资、
零售银行、保险、交易结算六大金融科技应用领域。同时，实施新兴金融科技业态创新
工程，支持不少于 100 家各类前沿金融科技企业落地。

在服务创新方面，示范区将出台《关于支持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区发展的若干意
见》（金科十条），从孵化平台建设、企业自主创新、人才聚集发展、国际交流合作、企
业提升办公场所、专业服务创新等十个方面，明确政府资金支持奖励标准，并提出具体
措施。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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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欧美股市大幅反弹，道指收涨逾 300 点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三欧美股市大幅反弹，道指收涨逾 300 点，能源股追随油
价大涨。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均创 5 月 4 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意大利政治风险降温。
美联储经济褐皮书显示，短期经济增长前景“大体向好”。罗素 2000 小盘股指数创下历
史新高。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3%，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大幅上涨 2.1%。

美国方面

周三美股大幅反弹，道指收涨逾 300 点或 1.26%，报 24667.78 点；纳指收涨
0.89%，报 7462.45 点；标普 500 指数收涨 1.27%，报 2724.01 点。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
均创 5 月 4 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意大利政治风险降温。美联储经济褐皮书显示，短期
经济增长前景“大体向好”。布油涨逾 3%，能源股大涨。罗素 2000 小盘股指数创下历史
新高。

周三全球股市以及风险资产站稳了脚跟。意大利股市与国债，以及欧元，均出现反
弹。此前，投资者担心意大利可能在数月内重新举行大选，导致该国放弃欧元，从而使
欧元区现状发生剧变。

据媒体报道，意大利各党派正试图达成一项协议，避免在 7 月末进行提前选举，确
保政府能够通过财政预算案。

原油期货价格周三也大幅上涨，美油涨逾 2.5%，突破 68 美元/桶；布油涨逾 3%，逼
近 78 美元/桶。追踪能源股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nergy Select Sector SPDR ETF 上涨 2%
以上，预计将创下自 4 月 10 日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美国能源股追随油价大涨。雪佛龙收涨 3.11%，康菲石油收涨 3.56%，EOG 能源收涨
3.05%，斯伦贝谢收涨 2.07%，埃克森美孚收涨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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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问题仍受到市场关注。美国周二宣布将对 500 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包括高
科技以及与“中国制造 2025”相关的产品征收 25%关税，最终征税名单将在 6 月 15 日宣
布。中国对此强硬回应称，敦促美国遵守贸易问题联合声明，如果美方在贸易问题上肆
意妄为，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中国商务部稍早表示，5 月 30 日（周三）下午，美方经贸磋商工作团队已抵达北
京。未来几天内，美方 50 余人的团队将与中方团队就具体落实中美双方联合声明共识展
开磋商。

美联储公布了美国经济景气状况褐皮书报告。褐皮书称，大部分地方联储的薪资增
幅仍然温和，就业人口也温和增加。许多企业上调薪资和薪酬计划。劳动力市场仍然紧
俏。部分地方联储报告称，零售商传递更高的物价。过半的地方联储称，制造业扩张。
短期经济增长前景“大体向好”。

尽管最近几天意大利的政治危机搅乱了债市，但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定价暗示加
息几率仍高于 90%。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 2018 年将加息三到四次，包括它在 3 月的
上调利率。

盘前发布的美国一季度 GDP 修正值和有“小非农”之称的 5 月 ADP 就业均不及预
期。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实际 GDP 修正值年化季环比增 2.2%，预期增 2.3%，初值增
2.3%，去年四季度增 2.9%；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PCE）修正值年化季环比增 1%，预期
增 1.2%，初值增 1.1%；一季度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年化季环比修正值 2.3%，预
期 2.5%，初值 2.5%。

美国 5 月 ADP 新增就业人数 17.8 万，预期 19 万，前值由 20.4 万修正为 16.3 万。

欧洲方面

周三欧洲三大股指多数上涨。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0.75%，报 7689.57 点；法国
CAC40 指数收跌 0.2%，报 5427.35 点，连跌六日；德国 DAX 指数收涨 0.93%，报
12783.76 点。投资者对意大利政局动荡的担忧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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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3%，报收于 385.49 点。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大幅上涨
2.1%，报收于 21797.82 点，该指数此前在周二收盘大跌 2.7%，创下了自 2017 年 1 月份
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意大利银行股上扬 2.7%，结束连跌五日走势，周二其重挫 4.7%。西班牙银行股也出
现反弹，周二跟随意大利银行股走低，因投资者抛售二线国家的金融股。

两年期意大利国债收益率下降 68 个基点，至 1.586%。此前，两年期意大利国债收
益率周二飙升 157 个基点，即 1.57 个百分点，达到了 2.41%。

周三有最新报道称，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可能会提出一项新的组
阁计划，避免在 7 月末进行提前选举，确保政府能够通过财政预算案。

亚太方面

亚太股市收盘普跌，意大利政局动荡叠加中美贸易战升温引发市场避险情绪。

韩国综合指数跌 1.96%，报 2409.03 点。

日经 225 指数跌 1.52%，报 22018.52 点。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跌 0.48%，报 5984.70 点。

台湾加权指数跌 1.30%，报 10821.17 点。

新西兰 NZX50 指数涨 0.14%，报 8647.86 点。

中美贸易战担忧及意大利政局动荡引燃全球市场避险情绪，港股低开低走，恒指早
盘跌破 3 万点大关，随后围绕 3 万点一线震荡，收盘跌 1.4%报 30056.79 点。恒生国企
指数跌 1.59%。蓝筹股几乎全线下挫，资源、地产等周期股跌幅居前，万洲国际跌 3%领
跌蓝筹。大市成交升至 1097.7 亿港元，前一交易日为 875.5 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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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
公司评级
强烈推荐

推荐

中性

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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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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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到 5%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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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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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