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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

怎么见彩虹

周四（6 月 28 日）大盘震荡走弱，成交量低迷。截至收盘，
上证综指报收 2786.90 点，下跌 0.93%；深成指收报于 9071.73
点，下跌 1.06%；中小板指下跌 1.05%；创业板指下跌 0.16%，
两市成交量共 3060.14 亿元，较前一日略有降低。
当因赚钱效应匮乏而难以吸引增量资金入场，市场弱势格
局持续。上升重势，下跌重质。正如周期循环让经济体吐旧纳
新一样，牛熊转换中不仅带来优质公司的布局机会，同时也是
投资理念的升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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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股市涨跌不一，道指收涨约 100 点
周四欧美股市涨跌不一，美股低开高走，道指收涨
约 100 点，金融股与科技股领涨。最近以来美股受到与
贸易战相关的担忧情绪打压而持续下滑，周四这种股
市下滑局面有所减轻。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下跌 0.8%，
投资人对上一日升势获利了结。亚太股市收盘涨跌不
一，贸易战隐忧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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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综述
周四（6 月 28 日）大盘震荡走弱，成交量低迷。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收 2786.90
点，下跌 0.93%；深成指收报于 9071.73 点，下跌 1.06%；中小板指下跌 1.05%；创业板
指下跌 0.16%，两市成交量共 3060.14 亿元，较前一日略有降低。

行业方面，29 个中信一级行业多数下跌，仅仅只有石油石化和餐饮旅游小幅上涨，
而食品饮料、汽车和基础化工则跌幅较大。概念方面，海南省国资委、Micro LED 和
IPv6 等指数表现较为活跃。

➢ 驱动因素分析
6 月 28 日新华社评年中节点如何看待中国资本市场：
尽管近期市场出现了一定波动，
但是市场分析，目前 A 股市场已经有不少积极因素显现。判断资本市场的长期走势最根本
还是要看经济基本面和企业盈利。当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持
续提升，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措施不断落地，这些都是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的
底气。

市场近期跌跌不休，屡创新低，已经都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应该说当前宏观经济稳中
向好的韧性仍然较强，上市公司的中报业绩可期。短期内更多是受资金面和情绪面的影响
较多。当因赚钱效应匮乏而难以吸引增量资金入场，市场弱势格局持续。上升重势，下跌
重质。正如周期循环让经济体吐旧纳新一样，牛熊转换中不仅带来优质公司的布局机会，
同时也是投资理念的升级转变。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2

晨会纪要：2018 年 06 月 29 日

财经要闻
➢

中国首次发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6 月 28 日发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这
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发表白皮书。
为全面介绍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实践，阐释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建设的
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阐明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愿景与行动，中国政府特发表
本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 1.2 万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中国切实履
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世界作出重
要贡献、中国积极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白皮书说，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
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全面加强同多边贸易规则的对接，切实履行货物和服务开放承诺，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显著提高，为多边贸易体制有效
运转作出了积极贡献。
白皮书指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为推动全球贸
易发展、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始终坚定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全面参与世贸组织各项工作，推动世贸组织更加重视发展中成员的
关切，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与各成员共同
推动世贸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白皮书说，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遵循世贸组织自由贸易理
念，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开放胸襟、
拥抱世界，为促进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增加全球民众福祉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世界经
济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白皮书还指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会止步于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面对汹涌澎湃
但又充满曲折的经济全球化，中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坚定不移扩大对
外开放，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更广泛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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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符合所有 WTO 成员的利益
中国网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6 月 28 日（星期四）发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
织》白皮书，并于当日下午 3 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
表王受文和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言人袭艳春出席，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德新社记者提问，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全面地禁止中国的投资，但是在这样
的情况下，中方是否担心美国的强硬派会限制中方的投资，以及中方的技术企业在美国
的运作？另外，您是否认为在下周五美国对中国增加关税生效之前，还有可能有任何的
转机，还是说全面的贸易战已经不可避免了？
王受文表示，我们认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符合所有 WTO 成员的利益，任何
WTO 成员采用限制贸易的做法，采用限制投资的做法，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不符合
他们本国的利益，也不符合贸易与投资伙伴的利益。所以我们希望相关的国家能够做正
确的事，能够采取支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便利贸易、便利投资的政策。

➢

七部委：对 30 城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住建部网站 6 月 28 日显示，针对近期房地产市场乱象，为严
厉打击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中宣部、公安部、司法部、
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等部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
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 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于 2018
年 7 月初至 12 月底，在北京、上海等 30 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
动。
本次专项行动的打击重点包括投机炒房、房地产“黑中介”、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
业和虚假房地产广告等四个方面：一是打击操纵房价房租、捂盘惜售、捏造散布虚假信
息、制造抢房假象、哄抬房价、违规提供“首付贷”等投机炒房团伙；二是打击暴力驱
逐承租人、捆绑收费、阴阳合同、强制提供代办服务、侵占客户资金、参与投机炒房的
房地产“黑中介”
；三是打击从事违规销售、变相加价、一房多卖、霸王条款、价格欺诈
以及限制阻挠使用公积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四是打击发布不实房源和价格信息、进行
不实承诺等欺骗、误导购房人的虚假房地产广告。
通知要求，各地要切实履行房地产市场监管主体责任，把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
规行为作为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工作的重中之重，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整治措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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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职责，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要广泛发动群众监督，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对
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突出的典型案例要挂牌督办，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回应社会关切，
着力构建房地产市场共治共管的局面。要加强政策解读，正面引导舆论，定期集中曝光
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形成震慑，为房地产市场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要强化督查问责机
制，对专项行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对涉嫌隐瞒包庇、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的部门和人员，坚决问责。
通知强调，要坚持整顿规范和制度建设并重、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督并重、加强管理
和改善服务并重、投诉受理和主动监管并重，建立房地产市场监管长效机制，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30 个城市名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合
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武汉、成都、长沙、重庆、西安、昆明、佛山、徐州、
太原、海口、宁波、宜昌、哈尔滨、长春、兰州、贵阳

➢

工信部：聚焦自动驾驶系统等关键技术，加强研发攻关
据中国证券网报道，6 月 2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6 月 27 日，2018 世界移动
大会“车联网产业生态峰会”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巡视员毕开春表示，
在各方努力下，我国车联网产业取得积极进展，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技术创新愈加活
跃，新型应用蓬勃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和产业界重点
进一步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坚持创新驱动，聚焦 LTE-V2X、智能传感器、集成电路、
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系统等关键技术，加强研发攻关。加快交通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改造
升级，推进车路协同发展。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保障体系。
毕开春在讲话中指出，工业和信息化部持续推动车联网产业发展，一是会同发展改
革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 20 个部门组成车联网产业发展专项委员会，协调解决技术
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问题。二是统筹利用各类科技资源，开展 LTE-V2X 无线通
信、先进传感器等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批复测试频段，开展研究实验等。为满足车联
网等智能交通信息系统的发展需要，发布《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直连通信使用
5905-5925MHz 频段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三是完善政策法
规。联合公安部和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实现
自动驾驶领域国内法规的重要突破。四是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共性基础、关键技
术、产业急需标准的研究制定。五是推进路网信息化建设，在无锡等地开展车联网
（LTE-V2X）城市级示范应用，与公安部、江苏省共建国家智能交通综合测试基地。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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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开展国际合作，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圈

➢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前 5 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7.1%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6 月 28 日公布的今年前五个月社会物
流运行数据显示，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物流行业发展势头良好。
1-5 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0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1-5 月物流业总收入为 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增速比 1-4 月提高 0.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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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欧美股市涨跌不一，道指收涨约 100 点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四欧美股市涨跌不一，美股低开高走，道指收涨约 100
点，金融股与科技股领涨。最近以来美股受到与贸易战相关的担忧情绪打压而持续下
滑，周四这种股市下滑局面有所减轻。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下跌 0.8%，投资人对上一日
升势获利了结。亚太股市收盘涨跌不一，贸易战隐忧犹在。
美国方面
周四美股低开高走，道指收涨约 100 点或 0.41%，报 24216.05 点；纳指收涨
0.79%，报 7503.68 点；标普 500 指数收涨 0.62%，报 2716.31 点。金融股与科技股领
涨。美国零售药店巨头沃尔格林重挫 9.9%，亚马逊此前宣布收购在线药房 Pillpack。亚
马逊涨逾 2%。
最近以来美股受到与贸易战相关的担忧情绪打压而持续下滑，周四这种股市下滑局
面有所减轻。但截至周四收盘，道指本周已累计下跌 1.48%，令其今年至今的跌幅达到
2.04%。投资者担心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引起的国际贸易局势紧张，可能严重拖累全球经济
增长。
周四美股反弹，金融股和科技股领涨。美国金融股普涨。高盛收涨 1.47%，摩根士
丹利收涨 2.33%，摩根大通收涨 1.64%，美国银行收涨 1.52%，花旗集团收涨 2.17%，美
国运通收涨 0.01%，富国银行收涨 0.66%，“股神”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 A 类股收
涨 1.18%。
美国科技股普涨，苹果收涨 0.73%，Facebook 收涨 0.2%，奈飞收涨 1.29%，亚马逊
收涨 2.47%，微软收涨 1.12%，谷歌 A 类股收涨 0.88%，特斯拉收涨 1.58%。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宣布了限制中国对美科技企业投资的方案细节，其中包括扩大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限，这比此前预计的措施温和许多。报道评论称，通
过扩大 CFIUS 权限来限制中国投资，特朗普似乎正在略微缓和中美双方的贸易紧张局
势。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将密切关注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
案》的立法进展情况，并且将评估对中国企业的潜在影响。中方始终认为，在国际投资
领域应该持续推动投资便利化，不赞成以国家安全为由收紧外国投资条件。
City Index 公司高级市场分析师 Fiona Cincotta 表示，一些分析师猜测，美股遭
遇抛售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科技板块牛市终结所致，而不仅仅只是对贸易战的担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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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
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一季度实际 GDP 终值年化季环比增 2%，预期增 2.2%，上月公布
的修正值为增 2.2%；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PCE）终值年化季环比增 0.9%，预期增 1%，
初值增 1%；一季度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终值年化季环比增 2.3%，初值增 2.3%。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22.7 万人，预期 22 万人，前值 21.8 万人；6 月 16 日当
周续请失业金人数 170.5 万人，预期 171.7 万人，前值由 172.3 万人修正为 172.6 万
人。
个股方面，亚马逊将收购在线药房 Pillpack，细节未披露。两方预计这笔交易将于
2018 年下半年完成。这笔交易让亚马逊在瞬间拥有了一个全国性的医药网络，业内人士
称，这毫无疑问地将对 Walgreens Boots Alliance 和 CVS Health 等连锁药店构成威
胁。
陌陌回应卖空者报告称，相信该报告包含“大量错误”。做空机构 SprucePoint 资本
管理公司此前表示，对陌陌持强烈做空立场，预计有 30%-50%的下行风险。陌陌盘前涨
0.8%，此前已连跌五日，累计跌超 17%。
雅培否认 90 亿美元出售传闻，称无意出售营养品业务。此前有传闻称，雅培有意专
注于其医疗业务，因而准备将奶粉业务在内的营养品业务整体作价 90 亿美元出售。
知情人士透露，社交电商拼多多将于下周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上市文件，高盛和中金
将担任承销商，拼多多 CEO 黄峥回应称“不予置评”
。此前部分机构传闻拼多多上市估值
在 300 亿美元。
欧洲方面
周四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下跌。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跌 0.08%，报 7615.63 点；法国
CAC40 指数收跌 0.97%，报 5275.64 点；德国 DAX 指数收跌 1.39%，报 12177.23 点。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下跌 0.8%，报收于 376.87 点。投资人对上一日升势获利了
结，因贸易争端犹存。
科技股表现最差，重挫 2.6%，因投资人担心该产业受关税波及，迄今科技产业受贸
易纷争的影响相对较小。晶片商意法半导体、英飞凌和艾司摩尔领跌，分别大跌 5.1%、
4.2%和 2.9%。
汽车头灯生产商 Osram Licht AG 收盘暴跌 22%，是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成分股中跌
幅最大的一只个股。该公司发出警告称，国际紧张形势导致汽车行业的前景受损，并下
调了对全年业绩的展望。
在本周截至目前为止的交易中，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已经累计下跌了 2.1%，从而使
其今年累计跌幅达到了 3.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8

晨会纪要：2018 年 06 月 29 日

亚太方面
亚太股市收盘涨跌不一，贸易战隐忧犹在。
韩国综合指数跌 1.19%，报 2314.24 点。
日经 225 指数跌 0.01%，报 22270.39 点。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涨 0.31%，报 6215.40 点。
台湾加权指数跌 0.44%，报 10654.28 点。
新西兰 NZX50 指数涨 0.03%，报 8998.79 点。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涨 0.5%报 28497.32 点，国企指数跌 0.1%报 10868.45 点，红筹指
数涨 0.09%报 4255.15 点。全日大市成交 1172.51 亿港元，前一交易日为 1212.97 亿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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