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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重要大宗商品指数 08月17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轻质原油连续 -0.06 47.06 

纽约金连续 0.17 1288.6 

铂连续 -0.17 980 

天然气连续 -0.44 2.916 

布伦特原油连续 -0.16 50.95 

沪银连续 0.87 3928 

棉花连续 0 15250 

沪铝连续 -1.74 16090 

沪金连续 0 277.9 

沪铜连续 -0.61 50800 

沪锌连续 0.1 25815 

2017 年 08 月 18 日星期五 

本期产品经理：崔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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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证投资晨报 

1. 雄安新区 | 近日，河北省大清河务处会同省水利

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组织完成了对雄安新区起步区

及周边近 300 平方公里范围内排沥河道及坑塘测量调

查工作，为雄安新区起步区防洪排沥及基础建设提供

了科学数据。雄安新区建设第一阶段启动方向明确，

首期将投入千亿巨资治理河道。 

 

点评：河道治理、排洪防沥等基础建设率先展开，有

相关业务布局的公司有望受关注。 

 

2. 物联网 |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

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意见

提出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拓展物流企业融资渠

道，加快推进物流仓储信息化标准化智能化，大力推

进物联网、RFID等信息技术在铁路物流服务中的应用。 

 

点评：上市公司中，思创医惠从事电子货架标签系统

及相关有源电子标签系统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

及相关信息数据服务。远望谷专业从事 RFID电子标签

技术及系统解决方案的开发应用，业务涵盖整个铁路

RFID产业链。 

 

3. 再生利用 | 环保部土壤环境管理司负责人表示，环

保部将联合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

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五个月的电子废物、废轮

胎、废塑料、废旧衣服、废家电拆解等再生利用行业

清理整顿。 

 

点评：这将加快我国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础设施。随着非法再

生利用企业的退出，市场份额有望向行业龙头进一步

集中。 

 

4. 碳酸二甲酯 |受原料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17日碳

酸二甲酯价格(DMC)再度上调。百川资讯数据显示，石

大胜华最新报价 7400元/吨，较上一日涨 300元/吨，

近一周涨幅近 20%。 

 

要闻点评 隔夜全球主要股市指数 08月 17日  

指数名称 涨幅% 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24 21750.73 

标准普尔 500指数 -1.54 2430.0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1.94 6221.91 

法国巴黎 CAC40指数 -0.57 5146.85 

金融时报 100指数 -0.61 7387.87 

法兰克福 DAX指数 -0.49 12203.46 

韩国综合指数 -0.57 2348.18 

东京日经 225指数 -1.08 19490.5 

俄罗斯 RTS指数 0.5 1034.94 

台湾加权指数 0.77 10369.37 

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 -1.32 11712.72 

美国证交所 -0.81 24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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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主要外汇比价 08月 17 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澳元/美元 0.2 0.7887 

欧元/美元 0.12 1.1725 

英镑/美元 0.08 1.2872 

美元/加元 -0.09 1.2671 

美元/瑞郎 -0.02 0.9619 

美元/人民币(离) 0.02 6.6868 

美元/人民币 -0.04 6.6729 

美元/港币 0 7.8231 

美元 指数 -0.08 93.666 

美元/日元 0.01 109.33 

美元/新加坡元 -0.07 1.3659 

黄金/美元 -0.02 1287.9 

点评：从下游行业看，碳酸二甲酯主要用于电池添加

剂等领域，需求相对较好。公司方面，石大胜华拥有

DMC产能达 12.5万吨，约 30%用于电池溶剂，全球和

国内市占率分别达到 40%和 60%，并向特斯拉等终端客

户供货;奥克股份也拥有部分碳酸二甲酯产能。 

 

5. 丙二醇醚 | 8月 17日，包括江苏华伦、百川化工

等在内的企业继续上调丙二醇甲醚(PM)和丙二醇甲醚

醋酸酯(PMA)价格。伴随 9-10月份传统需求旺季来临，

多数下游用户会选择在 8月中下旬备货生产，继续支

撑市场价格。预计丙二醇醚市场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 

 

点评：A股中，百川股份年产 30万吨醋酸酯，年产 4.5

万吨丙二醇甲醚、5万吨丙二醇甲醚醋酸酯。石大胜

华预计今年生产丙二醇 8.83万吨，碳酸二甲酯 10.8

万吨等。 

 

6. 物联网应用联盟 |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成立

仪式在深圳会展中心隆重举行。业内专家表示，新一

代物联网技术是全球实现海量连接、万物互联的一种

主要技术手段，占到整个物联网总需求 60%以上。 

 

点评：我国物联网产业规模在未来几年有广阔的增长

空间，“十三五”末期产业规模将突破 1.5万亿元。

相关概念包括三川智慧、金卡智能等。 

 

7. 雄安建设 |17日北京市与河北省政府签署了《关于

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北

海幼儿园、史家小学、北京四中、宣武医院等都将在

雄安新区布局落地，北京还将支持在雄安新区设立中

关村科技园。 

 

点评：由于环保核查等因素，水泥产能面临下行，而

随着雄安建设推进，城市、公路、铁路建设都会拉动

建材需求。 

 

8.欧美股市 |道指周四收跌 1.24%，创三个月最大单

日跌幅，特朗普政策前景不确定性和巴塞罗那恐怖袭

击的消息，引发了市场担忧。 

 

点评：欧股终止三连涨，银行和能源股拖累大盘；美

原油周四上涨 0.66%，数据显示美国库欣地区原油库

存下降；金价连续第二日攀升，报 1292.40美元/盎司，

欧洲央行官员表示欧元可能会过热。 

 

 

 

 

 

 
Shibor 隔夜拆借利率走势图 

 
M1-M2 增速差与上证综合指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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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新闻：1)雄安建设第一阶段启动方向明确，首期将投入千亿巨资治理河道。

财联社获悉，相关部门目前已经完成了对雄安周边 300公里范围内的河道勘探工作，

在整个城区建设开始以前，河道治理、排洪防沥等基础建设将率先在该范围展开。 

 

    行业新闻：1)国务院发文推进物流降本增效，拓展物流企业融资渠道;2)2030

年我国健康服务业规模将达 16万亿元;3)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组合拳推出;4)北京集

中优势资源支持雄安：将在新区设中关村科技园;5)环保部：将依法取缔一批污染严

重的非法再生利用企业;6)山东储备600个新旧动能转换项目，总投资3.8万亿元;7)

山西国企国资改革展开“施工图”，今年选择汾酒集团、建工集团 2户企业推进混

改;8)工信部召开咨询会议讨论 5G系统频率规划方案;9)工信部支持筹建石墨烯改

性纤维联盟，促石墨烯应用落地;10)阿里健康携常州医联体首试“区块链”;11)丙

二醇醚价格连续大涨;12)环保核查推动，碳酸二甲酯价格再度上调;13)镧铈价格整

体上涨，氧化铈大涨 16.67%。 

 

    公司新闻：1)中车集团旗下中车金证将参与联通混改;2)南钢股份上半年净利润

12亿元，同比增长逾 7倍;3)天山股份：前三季度预增逾 61倍，阿布扎比投资局增

持逾 1%;4)北方稀土：上半年净利同比增 258%，证金公司增持;5)天齐锂业上半年净

利润 9.24亿元，同比增 2成;6)洁美科技上半年净利增五成，10转 15派 4元;7)京

汉股份：成泉资本、陕国投旗下基金均退出半年报十大股东名单;8)中国铝业：上半

年净利同比增 10 倍，证金二季度大幅增持;9)阿里巴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 56%，云

业务营收同比增长 96%;10)方大炭素：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新增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业务;11)华夏幸福：上半年净利增逾 3成，证金退出十大股东;12)冀中能源：

半年报净利同比增长 61倍。 

市场观点： 

早间新闻解读：

评论： 

    周四沪深两市双双高开，早盘资源类股票大幅高开，带动沪指跳空高开，随后

混改、建筑板块拉升，沪指高开高走，站上 20日均线，随后围绕 20 日均线展开震

荡，尾盘拉升，收盘站上 20日均线，成交量同比放大。沪指再次面临前期高点，

目前量能是关键，若成交量不能大幅放大，则沪指会出现震荡。创业板指小幅低开，

随后震荡上行，盘中最大涨幅超 1%，但冲高回落，涨幅收窄，收盘站上半年线，

成交量同比减少。创业板出现背离，短线震荡修复为主。 

 

    板块方面，行业板块普涨，运输服务、软件服务，有色等板块大幅上涨；酿酒、

矿物制品、保险等极少数板块微跌。操作上，不宜追高，针对手中个股高抛低吸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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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5 

行业新闻：联通混改方案出炉已经在推进中 

军工：3 

601611中国核建：09:44   超跌军工 中国核工业集团  军工混改 

002519银河电子：09:51   超跌军工跟风  产品用于坦克 自行火炮 军民融合 

600072中船科技：10:05   超跌军工  军工舰船生产  军工混改 

国企改革：2 

000922*ST佳电：09:30   国企改革 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   

600322天房发展：09:30  天津国资 融创参与混改的报道不实 超跌 有开 

600876洛阳玻璃：09:37   控股股东 中国建材集团 

涨价概念：5 

有色锌：2 

行业新闻：国内期货锌涨停.报 25975每吨。 

000688建新矿业：09:30   锌矿采选  锌锭加工 

000751锌业股份：09:30   精锌产品在沪伦交易所均有注册 有开 

其它：3 

002128露天煤业：09:30   购买控股股东电解铝火电资产 复牌股 

603612索通发展：09:32   开板新股+预焙阳极涨价 3T2B 

002386天原集团：14:08   炭素电极 聚氯乙烯 烧碱 

雄安新区：4 

000990诚志股份：09:30   控股股东调研雄安新区 

300675建科院  ：10:02   公司已在雄安新区调研+开板新股  5T4B 

002542中化岩土：14:25   雄安基建 盾构隧道 机场场道 基坑支撑 

600846同济科技：14:26   雄安设计+河道治理 下属同济环境涉河道清淤 

开板新股：3 

603612索通发展：09:32   开板新股+预焙阳极涨价 3T2B 

300678中科信息：09:55  人工智能+服务重大会议 开板新股 4B 

300675建科院  ：10:02   公司已在雄安新区调研+开板新股  5T4B 

5G：2 

行业新闻：工信部陈家春 4G和 5G协同部署，继续支持 LTE在薄弱环节的研发 

002194武汉凡谷：10:14   超跌+5G  移动通信射频系统 有开 

603042华脉科技：13:08   次新股+5G  通信网络物理连接设备 

300312邦讯技术：超跌+5G  无线网络优化设备供应商     

人工智能：1 

行业新闻： 雄安新区未来主导产业锁定生物制药、电子科技、高端制造等 

300678中科信息：09:55  人工智能+服务重大会议 开板新股 4B 

002362汉王科技：人工智能交互式领域的软硬件制造 人脸识别 

300024机器人  ：工业 4.0 机器人制造 

600797浙大网新：公司的人脸识别系统服务于河北省社保卡 

无人驾驶：1 

002405四维图新：11:07   无人驾驶+特斯拉 

涨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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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  板块：5 

002777久远银海：09:30   高送转 提议半年报拟 10转 10  超跌 

300543朗科智能：10:15   年报填权超跌+次新股 电子智能控制器 2B 

002175东方网络：13:38   超跌  传媒影视  量具生产 

600693东百集团：13:49   超跌  新零售  百货零售 房屋租赁 

002780三夫户外：14:32   超跌  户外用品销售 体育产品 

新股：9 

300685艾德生物：09:25   肿瘤精准分子医疗诊断 

300689澄天伟业：09:25    智能卡制卡服务 

603602纵横通信：09:25    大型公共设施建设 

300688创业黑马：09:25    创业服务 

603721中广天择：09:25    电视互联网等视频内容制作 

300691联合光电：09:25    光学镜头 

601326秦港股份：09:25   一体化港口综合服务 

002892N科力尔：09:25   微特电机开发 

603776永安行  ：09:25   公共自行车系统研发 

涨停开板：9 

603123翠微股份：超跌 

300356光一科技：智能电网 

600995文山电力：电力行业 

600198大唐电信：5G 

600295鄂尔多斯：硅铁 

002330得利斯  ：猪肉 

300348长亮科技：智慧城市 

300557理工光科：物联网 

600497驰宏锌锗：有色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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