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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重要大宗商品指数 5 月 17 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轻质原油连续 0.07 71.54 

纽约金连续 -0.02 1289.2 

铂连续 -0.04 891.7 

天然气连续 -0.35 2.849 

布伦特原油连续 0.16 79.43 

沪银连续 0.33 3630 

棉花连续 2.56 16230 

沪铝连续 0.07 14805 

沪金连续 -0.04 266.55 

沪铜连续 0.33 51090 

沪锌连续 -0.04 23835 

2017 年 5月 18日星期五 

本期产品经理：刘向辉 

邮箱：lixianghui@9086.cn 

执业号码：A0050616100001 

客服电话：400-156-6699 

 

首证投资晨报 

1. 富士康 |据接近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公司的人士透

露，富士康已完成 IPO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初步遴选，

战配投资者的入围标准首先考量与工业互联网业务能

否形成战略协同效应，合作提供软硬结合，虚实结合

的科技服务解决方案，互补于富士康擅的“硬”和“实”，

代表“软”和“虚”的互联网公司顺理成章成为优先

选择的对象，以 BAT为代表的国内最大几家互联网巨

头，都在最终确定的战配投资者名单内。 

 

点评：安彩高科（600207）第二大股东富鼎电子科技(嘉

善)有限公司是富士康旗下子公司。同兴达（002845）

富士康合格的供应商，在液晶显示模组方面进行合作，

比重逐年增加。 

 

2. 京津冀 | 日前北京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组

织召开 2018年京津冀水污染突发事件联防联控工作商

讨会议。此次会议三地共同制定了《2018年京津冀水

污染突发事件联防联控工作方案》。提出三地将完善

京津冀水污染突发事件联防联控机制。 

 

点评：渤海股份（000605）旗下嘉诚环保是河北省环

保龙头企业，在污水处理领域极具竞争实力。津膜科

技（300334）地处天津，利润主要来源污水处理，包

括市政污水处理和工业废水处理、市政给水净化、沿

海城市的海水淡化。 

 

3. 海底捞 | 港交所网站 17日披露海底捞国际控股的

上市申请文件，从 2015年至 2017 年，公司收入由人

民帀 57.57 亿元增至 106.37亿元，利润由 4.12亿元

增至 11.94 亿元，同店销售额、翻台率等指标亦持续

提升。 

 

点评：安井食品（603345）在火锅料制品行业市占率

持续提升，与呷哺呷哺、海底捞等多家餐饮客户有合

作关系。雪榕生物（300511）与海底捞对外投资平台

海悦投资签约，双方在食用菌领域结成战略伙伴。 

 

4. 冷链物流 |天猫宣布，向易果集团投资 3亿美元。

易果生鲜将与天猫进一步全融合，全面加码天猫超市

的发展。此次融资将主要用于易果生鲜旗下安鲜达的

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张。 

要闻点评 隔夜全球主要股市指数 5 月 17日  

指数名称 涨幅% 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0.22 24713.98 

标准普尔 500指数 -0.09 2720.1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0.21 7382.47 

法国巴黎 CAC40指数 0.98 5621.92 

金融时报 100指数 0.69 7787.5 

法兰克福 DAX指数 0.87 13108.82 

韩国综合指数 0.27 2455.03 

东京日经 225指数 0.23 22891 

俄罗斯 RTS指数 0.11 1191.02 

台湾加权指数 -- -- 

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 0.03 12747.83 

美国证交所 0.5 272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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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主要外汇比价 5 月 17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澳元/美元 0.03 0.7507 

欧元/美元 0.06 1.1798 

英镑/美元 0.05 1.3515 

美元/加元 -0.05 1.2828 

美元/瑞郎 -0.05 1.001 

美元/人民币(离) 0 6.3567 

美元/人民币 0 6.3644 

美元/港币 0 7.8498 

美元 指数 -0.05 93.478 

美元/日元 0.04 110.86 

美元/新加坡元 -0.02 1.3419 

黄金/美元 0.02 1289.96 

5. 卫星导航 | 全球领先的精准位置服务公司千寻位

置正式发布“天音计划”——星地一体高精度时空服

务。“天音计划”由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全国一

张网”、星基增强系统、星地一体融合能力及千寻位

置的全球站网系统构成，为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

实时无缝的高精度时空服务，这是打造全球卫星导航

领域的中国方案。 

 

点评：公司方面，海格通信(002465)提供国内短波电

台、超短波电台、北斗终端、卫星通信终端，对标千

寻位置，有望成为我国第二家北斗高精度运营商；振

芯科技(300101)北斗导航终端芯片领域龙头。 

 

6. 阿里健康 | 受年报业绩首次扭亏影响，17日阿里

健康收盘大涨超 26%。2018年公司实现收入 24.43亿

元，毛利 6.53亿元，收入与毛利大幅增长，同比分别

增长 414.2%和 248.7%。 

 

点评：A股上市公司中，万东医疗(600055)子公司万

里云与阿里健康合作将陆续接入“Doctor You”的乳

腺超声、心电图、X光等智能检测引擎。迪安诊断

(300244)与阿里健康合作持续推进，公司也在持续开

发并布局互联网医疗业务，探索智慧医疗等多平台建

设。 

 

7. 超级计算机 | 5月 16-18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

界智能大会上，刚刚研制完毕的“天河三号”超算原

型机首次亮相。告别前代的英特尔芯片，“天河三号”

原型机采用自主的飞腾处理器、天河高速互联通信和

麒麟操作系统，实现了芯片的全国产化。 

 

点评：上市公司中，振华科技（000733）控股股东振

华电子为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第三大股东，持

股比例 21.46%。中国长城（000066）此前发布公告，

拟收购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54%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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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 16日在华盛顿分别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临时参议长、

参议院财委会主席哈奇以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布雷迪等议员。2、商务部称，对

中美经贸磋商各种可能结果做好了准备。中方愿意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扩大

进口，希望美方取消不应有的贸易限制。3、中国 4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增加

74.22亿元人民币至 21.5万亿元，实现四连增。 

 

    行业新闻：1、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2、上

交所表示将重点防范控股股东高比例质押风险。3、监管层开研讨会，市值法货基指

引呼之欲出。4、灵活配置类混合型基金和量化基金可能暂停审批。5、易居研究院

17日发布最新研报称，三四线去库存周期降至近 9年最低。6、新华社刊文称， “五

一”前后，住建部就房地产调控问题密集约谈 12个城市。目前已有成都、哈尔滨等

6个城市作出回应。7、海南工商局下发紧急通知，暂停受理“赛马”等字样登记申

请。8、上海扩大无人驾驶路测范围，研发全国首套新型道路标志标线系统。9、辣

条国家标准征求意见出台，500亿市场待规范。10、“5G+8K”试验网上海首发，上

海电信携 15家伙伴成立产业联盟。11、社保基金投资蚂蚁金服浮盈逾 400亿。12、

互金专委会称，已累计发现假虚拟货币 421 种，60%以上在境外。 

 

    公司新闻：1、富士康战投招徕互联网巨头，发行市盈率约 20 倍。2、海底捞申

请香港上市，2017 年营收 106.37亿利润 11.94 亿。3、天齐锂业 40.7 亿美元拿下

智利锂矿巨头 SQM24%股权。4、常山药业股价大涨，四位高管 17日减持 1008万股。

5、新南洋公告称，获中金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再次举牌，持股达 15%。6、万科 A连

续 8日出现大宗交易。7、海南瑞泽公告称，赛马项目正在策划，但离马匹驯养还要

很久。8、昨日有消息称美团点评将于 6月 22日港交所交表，9月底港股上市。美

团点评对此不予置评。9、盈峰环境拟超 145 亿并购中联环境，今起停牌。 

市场观点： 

早间新闻解读：

评论： 

    周四市场继续呈现高位调整，盘中沪深两市再度回落。从盘面看，化纤、纺织

服饰、仓储物流、石油、化工、造纸等板块盘中呈现走强，保险、银行、券商、地

产等板块呈现小幅活跃，纺织服装中拉夏贝尔、延江股份涨停带动板块整体活跃，

金融板块整体活跃带动股指小幅拉升。题材板块方面，赛马、粤港澳、土地流转、

油气改革、次新股、海南自贸等题材盘中走强。其中，世荣兆业盘中冲击涨停带动

粤港澳概念市场走强。 

    总体来看，周四市场延续近期高位调整，盘中金融股活跃促使股指振幅收窄。

从市场热点来看，两市仍然呈现出分化格局。短期来看，市场高位调整格局有望延

续，但中期上升格局并未改变。 

    操作上，市场连续两日的下跌，打破了最近反弹的趋势，后期风险加大，市场

后期有再次集中释放风险的可能性，建议操作上以逢高减仓为主，仓位控制到 3成

以下。后期板块关注①MSCI成分股调整，重点关注调整后 MSIC板块成分股中的细

分行业龙头；②防御性板块，如，食品饮料，医药，环保 证券，航空等；③关注

政策预期方向的中国制造 2025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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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 

沪指：-0.48%     创业：-0.84%        上涨：1310           下跌：1928 

换手涨停：27     涨幅大于 7%：40     涨停开板率：40% 

换手跌停：03     跌幅大于 7%：24     市场风险度：53.5% 

市场连板：04     市场风险：变大      市场持续性：变差 

 

化工：9 

行业新闻：14日山东及西北地区多地醋酸价格上调 50-100元/吨，相比去年同

期涨幅达 85%。原油价格持续上涨！ 

600623华谊集团：13:00 国内醋酸行业龙头 

600889南京化纤：13:02 粘胶纤维的生产 

300644南京聚隆：13:07 改良型塑料产 新车 次新股 

002172澳洋科技：13:13 粘胶短纤 医疗健康 

603225新凤鸣 ：13:37 涤纶长丝研发生产 

603683晶华新材：13:45 各类粘胶纤维研发 远端次新 

603722阿科力 ：13:47 光学聚合树脂 新材料 远端次新 

603181皇马科技：14:34 特种表面活性剂 远端次新 

300721怡达股份：14:37 醇醚类有机化工 远端次新 

 

消费类：6 

服装纺织： 

603157拉夏贝尔：09:36 服装 远端次新 股东增持 

300658延江股份：09:37 卫生用品材料 纺织类 远端次新 18填权 

603557起步股份：14:40 儿童服装 远端次新 

食品： 

002847盐津铺子：11:21 食品加工 消费类 超跌远端次新 3B 

002820 桂发祥 ：11:23 食品 17年高送转 10转 6 远端次新 2B 

医药： 

300653正海生物：09:53 生物再生材料 远端次新 前期牛股 

 

次新股：4 

近端次新 

002930宏川智慧：09:31 石油仓储物流服务 妖股 复牌 4+1B 

300634彩讯股份：10:00 近端次新 邮件系统大数据服务 

远端次新 

603856东宏股份：09:25 远端次新 碳纳米管重大突破与道达尔合作 

603813原尚股份：09:31 远端次新+物流板块 汽车整车仓储物流 

 

石油：3 

行业新闻：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逾 0.7%，刷新日高至 79.04美元/桶，逼近周二

（5月 15 日）所创 2014年年底以来最高位 79.45美元/桶。 

涨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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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30宏川智慧：09:31 石油仓储物流服务 妖股 复牌 4+1B 

603800道森股份：10:29 石油 天然气 钻采设备 超跌 

600339中油工程：10:35 油气田地面工程服务 超跌 

 

公告 复牌：2 

300662科锐国际：09:25 购买英国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52.5%股权 

300578会畅通讯：09:25 收购信息技术资产 远端次新 5G 高送转 

 

个股 板块：5 

300167迪威迅 ：09:37 控股股东拟转让 8.33%公司股份 实控人未变 

000034神州数码：10:09 收购教育资产 数字中国 

603721中广天择：11:00 抖音短视频 旗下有 短秀 短视频 APP 3B 

300667必创科技：13:07 物联网 芯片 17预计高送转 前期牛股 

000586汇源通信：14:48 5G 通信设备 光纤 光缆 

 

新股：6 

300743天地数码：09:25 热转印碳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300742越博动力：09:25 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 

603259药明康德：09:25 小分子化学药 

603013亚普股份：09:25 乘用车燃油系统 

300454深信服 ：09:25 向企业用户提供信息安全 

603045N福达 ：09:25 电接触材料生产 

 

次新股+： 

化工： 

300644南京聚隆：13:07 改良型塑料产 新车 次新股 

603683晶华新材：13:45 各类粘胶纤维研发 远端次新 

603722阿科力 ：13:47 光学聚合树脂 新材料 远端次新 

603181皇马科技：14:34 特种表面活性剂 远端次新 

300721怡达股份：14:37 醇醚类有机化工 远端次新 

消费类： 

603157拉夏贝尔：09:36 服装 远端次新 股东增持 

300658延江股份：09:37 卫生用品材料 纺织类 远端次新 18填权 

002847盐津铺子：11:21 食品加工 消费类 超跌远端次新 3B 

002820 桂发祥 ：11:23 食品 17年高送转 10转 6 远端次新 2B 

603557起步股份：14:40 儿童服装 远端次新 

300653正海生物：09:53 生物再生材料 远端次新 前期牛股 

其它： 

300578会畅通讯：09:25 收购信息技术资产 远端次新 5G 高送转 

603856东宏股份：09:25 远端次新 碳纳米管 与道达尔合作碳纳米管 

603813原尚股份：09:31 物流板块+远端次新 汽车整车仓储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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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停开板： 

300255常山药业：医药制造 国产“伟哥” 

300192科斯伍德：油墨 化工 

002659凯文教育：职业教育 

300067安诺其 ：分散染料 

300157恒泰艾普：石油行业 

300132青松股份：松脂 

603477振静股份：服装 

002876三利谱 ：次新股 OLED 

600800天津磁卡：电子信息 天津板块 

603348文灿股份：次新股 特斯拉 

002664长鹰信质：汽车零件 特斯拉 

603536慧发股份：次新股 食品 

603223恒通股份：节能环保 

300591万里马 ：电子商务 

300494盛天网络：游戏 

300175朗源股份：苹果期货 

300592华凯创意：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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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榴乡路 88号石榴中心 2号楼 18层 

邮编：100079 

客服电话：400-156-6699 

投诉电话：010-53806052 

公司网址：http://www.0606.com.cn 

 

 

免责声明 

本报告是由北京首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机构注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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