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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重要大宗商品指数 5 月 20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轻质原油连续 -- 71.74 

纽约金连续 -- 1289.2 

铂连续 -- 885 

天然气连续 -- 2.832 

布伦特原油连续 -- -- 

沪银连续 0.11 3632 

棉花连续 1.91 16500 

沪铝连续 -0.34 14700 

沪金连续 0.32 267.35 

沪铜连续 -0.53 50780 

沪锌连续 0.59 23955 

2018年 5月 21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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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证投资晨报 

1. 环保大会 |2018年 5月 18日至 19日，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距离上一次召开已经时隔七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

克强在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赵乐

际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作总结讲话。 

 

点评：中环环保（300692）城市污水处理和工业废水

治理整体解决方案综合服务商。环能科技（300245）

为工业领域客户提供复杂工业环境下的整体水处理解

决方案。国祯环保（300388）聚焦于城镇污水处理运

营，新收购的麦王、GEAS等在各自领域技术优势显著。 

 

2. 中美贸易战 | 中美两国 19日在华盛顿就双边经

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

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

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美方将派团赴华讨论具体

事项。 

 

点评：富瑞特装（300228）近年一直把发展重心放在

以清洁能源 LNG为主的低温储运及应用设备，特别是

成套装备的设计、生产和研发上，并已掌握核心技术。

厚普股份（300471）我国加气设备龙头企业，国内市

占率接近 40%。 

 

3. 独角兽 |证监会核准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发申请。宁德时代 2017 年动力电池出货量

同比大增 74.22%，快于全行业 44.48%的增幅，全年净

利润 42.88 亿元，同比增长 38.84%。 

 

点评：华西股份（000936）间接持有宁德时代股份。

天华超净（300390）控股股东参股宁德时代。 

 

要闻点评 隔夜全球主要股市指数 5 月 20日  

指数名称 涨幅% 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0 24715.09 

标准普尔 500指数 -0.26 2712.9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0.38 7354.34 

法国巴黎 CAC40指数 -0.13 5614.51 

金融时报 100指数 -0.11 7779.75 

法兰克福 DAX指数 -0.3 13074.68 

韩国综合指数 -0.45 2449.63 

东京日经 225指数 0.07 22946 

俄罗斯 RTS指数 -0.72 1173.15 

台湾加权指数 -- -- 

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 -0.24 12717.42 

美国证交所 -0.01 27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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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主要外汇比价 5 月 20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澳元/美元 0.05 0.7515 

欧元/美元 -0.18 1.1754 

英镑/美元 -0.11 1.3459 

美元/加元 0.07 1.2886 

美元/瑞郎 0.13 0.9988 

美元/人民币(离) 0.1 6.3667 

美元/人民币 -0.01 6.3767 

美元/港币 0.01 7.8498 

美元 指数 0.18 93.79 

美元/日元 0.22 110.98 

美元/新加坡元 0.1 1.3439 

黄金/美元 -0.17 1289.3 

4. 石墨 | 由于上合峰会导致停工停产，供需现缺口，

石墨价格连续飙升，青岛地区部分球化石墨生产企业

上调产品价格，实际成交价格调涨 1000-2000元/吨。

现该地区球化石墨价格普遍报 18500-25000元/吨。 

 

点评：新华锦（600735）新华锦集团为海川控股控股

股东，而海川控股则持有青岛黑龙石墨有限公司 34%

股权，后者球化石墨年产能达 1.8 万吨。中国宝安

（000009）全资子公司贝特瑞新能源球化石墨产能 1

万吨。 

 

5. 国企改革 | 5月 18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

证监会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

法》。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制度和规则进行了统

一，严格国有资产分级监管，合理设置管理权限，调

整完善部分规则，并将于 7月 1 日正式实施。 

 

点评：上市公司中，万润股份（002643）为中国节能

环保集团旗下公司，深桑达 A（000032）实际控制人

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6. 卫星 | 2018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白皮书发布

会 5月 18 日在北京召幵，会议披露《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星导航条例》起草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现已完成草

案初稿拟制，即将形成征求意见稿。另外，第九届中

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将于 5月 23 日至 25日召开。  

 

点评：机构指出，在北斗组网提速和订单改善下，今

年一季度北斗板块业缋增长达 88%,全年高增长可持

续。公司方面振芯科技（300101）、中海达（300177）

等均在积极提升北斗业务占比。 

 

7.欧美股市 | 美债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美股周五大

体收跌。欧股收跌 0.3%，终结三连涨走势。金价一周

下挫 2.2%，创五个月来最大单周跌幅。受陆奇离职消

息影响，百度股价重挫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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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2、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达成共识，不

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3、中方将大幅度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石油和清

洁能源、高科技产品。商务部终止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4、央行将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支持金融市场开放。即日起港澳人民币

业务清算行存放央行深圳和珠海支行清算账户人民币存款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为

零。 

 

    行业新闻：1、证监会等三部门联合发布《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

后续的一系列配套文件应该会在 7月 1号前到位。2、银保监会发布税延养老险管

理办法和示范条款。3、证监会辟谣“IPO 净利润要求”称，首发审核政策始终没

有变化。4、证监会副主席姜洋表示，积极支持粤港澳三地资本市场共同繁荣发展。

5、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表示，始终保持整治银行保险乱象的高压态势。6、住建

部印发通知，重申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7、生态环境部 5月

20日组织开展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第一轮督查。8、海南严厉打

击骗购等违规行为，百余人虚假申报个税被取消购房资格。9、今年以来共有 712

家挂牌公司完成股票发行融资，累计发行股票金额达 286.56亿元。10、海南明确

赛马竞猜型体彩等产业招商单位，细则待定。 

 

    公司新闻：1、千亿独角兽宁德时代 IPO 获发行批文。据估算，宁德时代市值

将能达到 1200亿以上，或超越温氏股份成为创业板市值最大的公司。2、乐视网公

告，终止实施第二、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天津嘉睿汇鑫对乐融致新增资 3亿元。3、

深交所向盾安环境下发问询函，要求说明在盾安集团出现流动性危机的情况下，公

司与盾安集团、江南化工承担连带责任互保的影响。4、万科 A上周五出现 20笔大

宗交易，成交额共计 18.46亿元。5、神雾环保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公司正积极

采取措施，并专门成立若干应收账款催收小组。6、深交所对常山药业及相关当事

人启动违规处分程序。7、长园集团公告，提示格力集团要约收购风险，21日复牌。 

8、凯瑞德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今起复牌。 

市场观点 

早间新闻解读

论： 

    中美贸易战宣告停火之后，今天 A股市场预期也比较良好，普遍都是看好行情

延续反弹。 

    上周市场走势略显沉闷，虽然周二和周五两度上演日内小高潮，但均属于缩量

反击，周中连跌两天，正是股市人气冰冷、投资者信心不足导致的，直到周五下午

最后一小时，两市已经面临再度破位的风险，被逼上梁山的抄底资金才再度出现，

使得指数暂时转危为安，可上周整体量能水平继续下滑，严重限制了多头的发挥，

这已经是近段时间以来，困扰市场的最主要问题，只有量能释放出来，行情才能走

的更长久。 

    操作上，绩优股仍是潜在的价值标的。未来的 A股市场，不管市场风格如何切

换，行情热点如何转换，市场最终对公司的选择偏好，还是以业绩为根本。不管是

蓝筹白马，还是炒作题材，不管哪种炒作，都是以业绩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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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 

沪指：+1.24% 创业：+0.30% 上涨：2163 下跌：1108 

换手涨停：35 涨幅大于 7%：55 涨停开板率：40% 

换手跌停：02 跌幅大于 7%：17 市场风险度：30.6% 

市场连板：07 市场风险：小 市场持续性：好 

 

石油 化工类：23 

行业新闻：布伦特 7月原油期货收涨 0.03%，报 79.30美元/桶，一度刷新 2014

年 11月份以来盘中高位至 80.50美元/桶，本周已涨将近 3% 

300644南京聚隆：09:25 石化 改良型塑料产 新车 次新股 2B 

002930宏川智慧：09:34 石油仓储物流服务 次新股 妖股 4+2B 

300135宝利国际：09:38 石化 通用改良型沥青 超跌 低价 

002172澳洋科技：09:41 石化 粘胶短纤 医疗健康 2B 

000968蓝焰控股：10:00 勘探 煤矿瓦斯治理及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 

603800道森股份：10:01 采掘 天然气 钻采设备 超跌 2B 

000595宝塔实业：10:17 石化 大股东为宝塔石化集团 摘帽 

300084海默科技：13:09 勘探 油田勘探计量设备 钻井设备 

603619 中曼石油：13:13 采掘 钻井工程服务 钻井设备制造 次新股 

603727博迈科 ：13:17 采掘 海洋油气开发模块 远端次新 

002828贝肯能源：13:18 勘探 油气勘探开发钻井技术服务 高送转预期 

603689皖天然气：13:51 天然气 天然气长输管线 远端次新 超跌 

300471厚普股份：13:53 天然气 天然气加气站设备 

600917重庆燃气：13:55 天然气 管道燃气供应与服务 

600583海油工程：14:03 采掘 海洋石油、天然气开发工程设计 

600339中油工程：14:04 采掘 油气田地面工程服务 超跌 2B 

002554惠博普 ：14:05 采掘 油气田装备及工程 

603036如通股份：14:13 采掘 石油钻井口装备 远端次新 

300164通源石油：14:19 采掘 油田勘探开发钻井 

300191潜能恒信：14:23 勘探 石油勘探行业地震波数据处理 

603722阿科力 ：14:30 化工 光学聚合树脂 新材料 远端次新 2B 

002353杰瑞股份：14:46 采掘 油田专用设备制造维修 

601808中海油服：14:55 采掘 近海油田服务 钻井服务 

 

食品餐饮消费类：4 

300268佳沃股份：09:32 海底捞赴港上市，公司与海底捞有合作 稻米加工 

603536惠发股份：09:43 食品消费类速冻肉 17送转填权 远端次新 

涨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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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47盐津铺子：10:42 食品加工 消费类 远端次新 4B 

603777来伊份 ：13:52 休闲食品 新零售概念 

 

海南板块：2 

002596海南瑞泽：09:52 赛马与邮轮合作项目正在推进 超跌 16年高送转 

002865钧达股份：13:43 海南板块 汽车内饰零部件 

 

高送转填权：2 

300559佳发安泰：14:02 17年报高送转填权 教育信息化 

002795永和智控：14:39 16年高送转 流通控制设备 妖股 

 

ST板块：7 

002427*ST尤夫：09:25 涤纶工业长丝 实控人变更 超跌 

600265ST景谷 ：09:25 实控人变更预期 林业化工 

000737*ST南风：09:45 基础化工 无机盐系列产品 超跌 

002306*ST云网：10:05 超跌低价 酒店餐饮 

600209*ST罗顿：13:26 海南板块 超跌 

600871*ST油服：14:16 油气勘探实施 

002207*ST准油：14:38 石油技术服务 超跌 

 

次新股+：11 

300644南京聚隆：09:25 改良型塑料产 新车 次新股 2B 

002930宏川智慧：09:34 石油仓储物流服务 妖股 4+2B 

603536惠发股份：09:43 食品消费类速冻肉 17送转填权 远端次新 

300662科锐国际：09:45 远端次新 购买英国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52.5%股权 

002847盐津铺子：10:42 远端次新 食品加工 消费类 4B 

603733 仙鹤股份：13:03 特种纸研发生产 次新股 

603619中曼石油：13:13 钻井工程服务 钻井设备制造 次新股 

603727博迈科 ：13:17 采掘 海洋油气开发模块 远端次新 

603689皖天然气：13:51 天然气 天然气长输管线 远端次新 超跌 

603036如通股份：14:13 采掘 石油钻井口装备 远端次新 

603722阿科力 ：14:30 化工 光学聚合树脂 新材料 远端次新 2B 

 

个股：3 

002282博深工具：09:36 高速列车制动闸片获准装车运用考核 雄安 超跌 

300208恒顺众昇：14:08 超跌 有色镍 收购印尼 CNI镍矿公司股权 

600250南纺股份：14:25 超跌 纺织 针织 进出口批发 高外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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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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045福达合金：09:25 电接触材料生产 

 

采掘业： 

行业新闻：布伦特 7月原油期货收涨 0.03%，报 79.30美元/桶，一度刷新 2014

年 11月份以来盘中高位至 80.50美元/桶，本周已涨将近 3% 

603800道森股份：10:01 钻采设备 石油 天然气 超跌 2B 

000968蓝焰控股：10:00 煤炭 煤矿瓦斯治理及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 

300084海默科技：13:09 油田勘探计量设备 钻井设备 

603619中曼石油：13:13 钻井工程服务 钻井设备制造 次新股 

603727博迈科 ：13:17 海洋油气开发模块 

002828贝肯能源：13:18 油气勘探开发钻井技术服务 高送转预期 

600583海油工程：14:03 海洋石油、天然气开发工程设计 

600339中油工程：14:04 油气田地面工程服务 超跌 2B 

002554惠博普 ：14:05 油气田装备及工程 

603036如通股份：14:13 石油钻井口装备 

300164通源石油：14:19 油田勘探开发钻井 

300191潜能恒信：14:23 石油勘探行业地震波数据处理 

002353杰瑞股份：14:46 油田专用设备制造维修 

601808中海油服：14:55 近海油田服务 钻井服务 

 

化工： 

300644南京聚隆：09:25 改良型塑料产 新车 次新股 2B 

300135宝利国际：09:38 通用改良型沥青 超跌 低价 

002172澳洋科技：09:41 粘胶短纤 医疗健康 2B 

000595宝塔实业：10:17 大股东为宝塔石化集团 摘帽 轨道交通轴承 

603722阿科力 ：14:30 光学聚合树脂 新材料 远端次新 2B 

 

天然气： 

603689皖天然气：13:51 天然气长输管线建设 城市燃气运营 超跌 

300471厚普股份：13:53 天然气加气站设备 

600917重庆燃气：13:55 管道燃气供应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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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02930宏川智慧：09:34 石油仓储物流服务 次新股 妖股 4+2B 

 

涨停开板： 

300338开元股份：在线教育 

300228富瑞特装：油气装备 

600387海越股份：丙烷脱氢 化工 

300534陇神戎发：中药 

000554泰山石油：石油 

600088中视传媒：文化传媒 

002297博云新材：大飞机 

002629仁智股份：油气服务 

300664鹏鹞环保：污水处理 次新股 

600889南京化纤：化纤 

002893华通热力：次新股 供暖 

603050科林电气：智能电网 

002423中原特钢：复牌 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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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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X0013）研发部撰写，仅供北京首证的客户参考使用，我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

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研究报告中所引用信息均来自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

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报告信息已做最新变更，不保证投资顾问作出的任何建

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也不保证我公司或关联机构不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的公司

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 

 

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发布本报告当日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

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相关要素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我公司可发出

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报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构成任

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作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

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判断。我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任何人据此投资产生的盈亏后果我公司不承担任何

责任。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专业人士询并谨慎决策。 

 

本报告版权仅为北京首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所有，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报

告，请勿将本报告转发给他人。未经书面授权刊载或者转发我公司研究报告的，

应立即撤除并停止侵害行为继续发生，拒不改正的我公司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如

授权刊登或转发，需注明出处为北京首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策略研究部以及报告

发布日期，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我公司保留对任

何侵权行为和有悖报告原意的引用行为进行追究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

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未授权刊载或者转发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

负任何责任。我公司提醒任何人需慎重使用相关证券研究报告、防止被误导。 

 

    以上报告不构成投资意见，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海纳智投”是首证投顾推出新时代投顾平台，牛股金

股天天送，投资课堂时时学，百名投顾各显神通，立刻

扫码下载开启您的财富升值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