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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

周四（9 月 27 日）大盘震荡走低，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 深 证 成 指
沪 深 300
收 2791.77 点，下跌 0.54%；深成指报收于 8334.75 点，下跌
1.02%；中小板指下跌 1.11%；创业板指下跌 1.44%，两市成交 中 小 板 指
创业板指
量共 2839 亿元，较前一日略有减少。
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入富也在昨日落定，但并未激起多 香 港 恒 生
大水花，前天权重股大涨透支昨天涨幅。今天即国庆前最后一 恒 生 中 国
天，预计不会有大起伏，可稍作休整待国庆后观察市场动态， 风格指数
寻找机会。
中 证 100

财经要闻

➢ 欧美股市普涨，标普 500 指数终结 4 连跌
周四欧美股市普涨，标普 500 指数结束 4 连跌、道
指结束 3 连跌。科技股领涨，苹果、亚马逊均收涨约
2%，摩根大通对苹果的股票初始评级定为“超配”。中
概股流利说上市首日收涨 1.2%。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
上涨 0.4%，意大利股市承压，意大利即将提交预算报
告。
分析师：袁晨
执业证书号：S14905160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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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国庆在即，休整以备后战
➢ 市场综述
周四（9 月 27 日）大盘震荡走低，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收 2791.77 点，下跌
0.54%；深成指报收于 8334.75 点，下跌 1.02%；中小板指下跌 1.11%；创业板指下跌
1.44%，两市成交量共 2839 亿元，较前一日略有减少。

29 个中信一级行业煤炭、钢铁微涨，科技股全线杀跌。

➢ 驱动因素分析
财政部发布《关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税收政策的通知》
，对社保基金会、
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保基金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免征印花税。

昨日大盘震荡下跌，收盘跌 15 个点，权重股微跌，创业板和中小板表现较差。行业
方面跌多涨少，通讯领跌，科技股跌幅较大；仅煤炭、钢铁、医药和银行四个行业微幅收
涨。入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入富也在昨日落定，但并未激起多大水花，前天权重股大涨
透支昨天涨幅。今天即国庆前最后一天，预计不会有大起伏，可稍作休整待国庆后观察市
场动态，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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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

统计局：8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 9.2%，前值 16.2%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8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44248.7 亿元，同比增长 16.2%（按可比口径计算，考虑统计制度规定的口
径调整、统计执法增强、剔除重复数据、企业改革剥离等因素影响，详见附注二）
，增速
比 1-7 月份放缓 0.9 个百分点。
1-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3473 亿元，同比增
长 26.7%；集体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39.2 亿元，增长 3.2%；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1323.9 亿元，增长 20.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0906.4 亿元，增长
7.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1485.6 亿元，增长 10%。
1-8 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3880.5 亿元，同比增长 53.2%；制造业实现利润总
额 37382.3 亿元，增长 13.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2985.9 亿元，增长 13.5%。
1-8 月份，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4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7 个行业减少。
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增长 4.4 倍，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2.4%，纺织业增长 1.2%，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
加工业增长 32.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25%，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46.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80.6%，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8.3%，专用设备制
造业增长 23.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2.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增长 3.2%，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4.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13.8%，汽车制造业下降 2.1%。
1-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8%；发生
主营业务成本 58 万亿元，增长 9.4%；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6.43%，同比提高 0.35 个
百分点。
8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11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负债合计 62.8
万亿元，增长 6.6%；所有者权益合计 48.1 万亿元，增长 8.6%；资产负债率为 56.6%，
同比降低 0.5 个百分点。
8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1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6%；产成品存货
42840.6 亿元，增长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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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4.39 元，同比减少
0.35 元；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费用为 8.23 元，同比减少 0.02 元；每百元资产实现
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95.2 元，同比增加 2.1 元；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为 128 万元，同比增加
14.5 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6.9 天，同比持平；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46.5
天，同比增加 0.4 天。
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196.9 亿元，同比增长 9.2%，增速比 7 月
份放缓 7 个百分点。

➢

商务部：不愿意看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因美单边措施受到更多压力
一财网报道，商务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表示，不愿意看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因美单边措施受到更多压力。希望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决心、信心以及能力。只有携手
妥善解决中美两国的摩擦，才是正确的选择。中方维护权益的决心不会改变，并将会根
据自身节奏出台改革开放的举措，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

发改委：切实做好 2018 年国庆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中国证券报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通知，部署各级发展改革、价格主管
部门切实加强国庆期间市场价格调控，保持重要商品市场和价格总体稳定，保障群众基
本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国家发改委强调，一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预警。密切关注粮油肉禽蛋菜奶等生活必
需品以及当地居民消费特色商品市场和价格变化，加强价格监测分析预警，及时发现苗
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并迅速预警。一旦遭遇恶劣天气或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启动
价格应急监测，加大监测频次，及时掌握和报告市场价格动态。
二要稳定重要商品市场价格。重点加强猪肉市场保供稳价，提前做好产销对接，必
要时及时投放冻猪肉储备、对流通环节进行补贴，确保猪肉产品市场供应和价格总体稳
定。加强粮油市场价格调控，大中城市要落实好小包装成品粮油政府储备制度，确保必
要储备规模，一旦出现市场异常波动苗头，及时组织投放。可能遭遇恶劣天气影响的地
方，要统筹做好重要商品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确保重要商品市场不断档、不脱销。
三要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旅游、生活必需品、交通出
行等重点领域价格监督检查，加大对商超、农贸市场等与群众日常消费密切相关场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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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力度，督促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严厉打击操纵市场价格、囤积居奇、哄抬价格、
串通涨价、捆绑销售、价外加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件，规范市
场价格秩序，营造良好节日消费环境。健全节日期间应急监管预案和工作机制，对举报
量增多、反映集中的问题，立即组织专项整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四要落实价格补贴联动机制。认真执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
机制，根据当地物价走势，提前落实价格临时补贴资金，做好发放准备。一旦达到启动
条件，迅速启动联动机制，及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

财政部印发《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税收政策的通知》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财政部等发布《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税收政
策的通知》指出，对社保基金会及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在国务院批准的投资范围内，
运用养老基金投资过程中，提供贷款服务取得的全部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和金融商品
转让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社保基金会及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在国务院批准的投资范
围内，运用养老基金投资取得的归属于养老基金的投资收入，作为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
入；对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养老基金托管机构从事养老基金管理活动取得的收入，
依照税法规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全文如下：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9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现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会）受托投资的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社保基金会及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在国务院批准的投资范围内，运用养老
基金投资过程中，提供贷款服务取得的全部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和金融商品转让收
入，免征增值税。
二、对社保基金会及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在国务院批准的投资范围内，运用养老
基金投资取得的归属于养老基金的投资收入，作为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对养老基金
投资管理机构、养老基金托管机构从事养老基金管理活动取得的收入，依照税法规定征
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社保基金会及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运用养老基金买卖证券应缴纳的印花税
实行先征后返；养老基金持有的证券，在养老基金证券账户之间的划拨过户，不属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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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税的征收范围，不征收印花税。对社保基金会及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管理的养老基
金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免征社保基金会及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应缴纳的印花税。
四、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本通知发布前发生的养老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符合
本通知规定且未缴纳相关税款的，按本通知执行；已缴纳的相关税款，不再退还。

➢

多部委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生态环境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方案，要求今年秋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3%左右。
提出严格执行火电、钢铁、石化、化工、有色（不含氧化铝）
、水泥行业以及工业锅炉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2018 年 12 月底前，完
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推动实施
一批水泥、玻璃、焦化、化工等重污染企业搬迁工程。
全文如下：
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
案》的通知
石家庄、唐山、邯郸、邢台、保定、沧州、廊坊、衡水、太原、阳泉、长治、晋
城、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
焦作、濮阳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定州、辛集、济源市人民政府，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决策部署，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
，全力做好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召
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
《攻坚行动方案》
）
。现印发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抓好落实。各地区、各部门稳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2018 年 18 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空气质量呈现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特别是秋
冬季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预计 2018 年冬季气象条件总体较上年偏差，空气质量有可
能出现反弹。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中央企业要进一步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突出问题导向，聚
焦重点领域和重点时段，采取更有针对性措施，扎实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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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二、加强指导，落实责任。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指导各地落实《攻坚行动方
案》任务要求，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扶持力度，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同时强化
监督和管理。地方人民政府是《攻坚行动方案》落实责任主体，要将任务分解细化，明
确时间表和责任人；要以群众真实感受作为检验标准，确保各项统计考核数据真实准
确，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企业是污染治理的实施主体，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制定实
施方案。中央企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各相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要注重宣传引导，
及时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动员全民共同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加强调度，强化考核。各相关省（市）于 2018 年 9 月底前向生态环境部报送
“散乱污”企业清理整顿项目清单、散煤治理确村确户清单、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减排
项目清单，2018 年 10 月底前报送锅炉综合整治清单、工业炉窑管理清单、重点行业挥
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改造全口径清单、工业企业错峰生产方案。从 2018 年 10 月起，
各相关省（市）和中央企业每月 5 日前上报重点任务进展情况。实施严格考核问责，对
大气污染治理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污染问题突出、空气质量恶化的地区强化督察
问责，切实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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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欧美股市普涨，标普 500 指数终结 4 连跌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四欧美股市普涨，标普 500 指数结束 4 连跌、道指结束 3
连跌。科技股领涨，苹果、亚马逊均收涨约 2%，摩根大通对苹果的股票初始评级定为
“超配”
。中概股流利说上市首日收涨 1.2%。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4%，意大利股
市承压，意大利即将提交预算报告。
美国方面
周四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高，标普 500 指数结束 4 连跌、道指结束 3 连跌。科技股
领涨，苹果、亚马逊均收涨约 2%，摩根大通对苹果的股票初始评级定为“超配”。中概
股流利说上市首日收涨 1.2%，报 12.65 美元，发行价 12.5 美元。
截至收盘，道指涨 0.21%，报 26439.93 点；标普 500 指数涨 0.28%，报 2914.00
点；纳指涨 0.65%，报 8041.97 点。
美国科技股多数收涨，苹果收涨 2.06%，亚马逊收涨 1.93%，谷歌 A 类股收涨
1.11%，奈飞收涨 0.75%，推特收涨 1.41%，Facebook 收涨 1.13%，美光科技收涨
1.44%，特斯拉收跌 0.67%，微软收涨 0.38%。
此前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将对苹果的股票初始评级定为“超配”
。这些分析师认为苹果
公司的服务业务强劲增长，并指出“这家公司正在从硬件公司转变为服务公司，转变速
度超出投资者的预期。
”
与此同时，券商 Stifel 将亚马逊股价目标上调至 2，525 美元，意味着预计其股价
将在周三收盘价的基础上再涨近 30%。
投资者仍然在权衡周三美联储加息的影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将在 12
月会议上再次加息，并在 2019 年再次加息三次。
虽然市场早已预料到美联储的逐步加息政策，但投资者认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将是
股市面临的一个重大阻力。一位分析师最近写道，如果美联储在 9 月和 12 月都加息，将
导致联邦基金利率突破“熊市扳机”
，导致“股市下跌速度过快、使美联储来不及做出反
应”
。
美国多项经济数据出炉，二季度 GDP 终值符合预期，但耐用品订单环比增幅远超预
期。
具体数据显示，美国二季度 GDP 终值年化季环比终值增 4.2%，预期增 4.2%，初值增
4.1%；个人消费支出（PCE）年化季环比终值增 3.8%，预期增 3.8%，初值增 3.8%；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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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年化季环比终值增 2.1%，预期增 2%，初值增 2%。
美国 8 月耐用品订单初值环比增 4.5%，预期增 2.0%，前值降 1.7%。
美国 8 月商品贸易帐逆差 758 亿美元，预期逆差 706 亿美元，前值由逆差 722 亿美
元修正为逆差 720 亿美元。
美国 9 月 22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21.4 万人，预期 21 万人，前值 20.1 万人。
欧洲方面
周四欧洲三大股指连续三日集体收高。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0.45%，报 7545.44
点；法国 CAC40 指数收涨 0.5%，报 5540.41 点；德国 DAX 指数收涨 0.4%，报 12435.59
点。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4%，报收于 386.38 点。意大利股市承压，其中尤其是
银行股的跌幅较大，原因是受到了意大利即将提交预算报告的影响。
意大利预算计划预计将在北京时间周五早上 6 点提交，这份报告可能会导致意大利
和欧盟之间爆发一场“口水战”
。在欧洲收盘时，意大利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2.89%，
当日早些时候升至 2.99%，为两周来的最高水平。
瑞典零售商 H&M 飙升逾 11%，其最新的财报，该公司第三季度的税前利润没有达到
预期。此前，该公司向投资者保证，为了转移未售出的服装，它不需要进一步削减成
本。
亚太方面
亚太股市收盘多数下跌，隔夜美联储宣布加息。
韩国综合指数涨 0.70%，报 2355.43 点。
日经 225 指数跌 0.99%，报 23796.74 点。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跌 0.18%，报 6181.20 点。
新西兰 NZX50 指数跌 0.68%，报 9286.40 点。
香港恒指收跌 0.36%，报 27715.67 点。腾讯控股跌 1.39%拖累恒指，华兴资本控股
上市首日跌 22.33%，报 24.7 港元，跌破 31.8 港元的发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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