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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重要大宗商品指数 5 月 23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轻质原油连续 -0.08 71.78 

纽约金连续 0.4 1294.8 

铂连续 0.41 904.5 

天然气连续 0.14 2.918 

布伦特原油连续 -0.14 79.69 

沪银连续 -0.08 3638 

棉花连续 -0.33 16475 

沪铝连续 -0.1 14545 

沪金连续 0.15 267.3 

沪铜连续 -0.99 51150 

沪锌连续 -0.25 23700 

2018年 5月 23日 星期四   

本期产品经理：平琦 

邮箱：pingqi@9086.cn 

执业号码：A0050617030001 

客服电话：400-156-6699 

 

首证投资晨报 

1. 火电、煤炭 |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日前召开煤电工

作会议，主要讨论控制电煤价格，要求各方执行相关

措施，力争在 6月 10号前将 5500 大卡北方港平仓价

引导到 570 元/吨以内。受此消息影响，23日动力煤

主力 1809 合约封死跌停。 

 

点评：华能国际（600011）火电行业上市公司第一龙

头。华电国际（600027）中国装机容量最大的上市发

电公司之一，2018年公司预计力争完成发电量约 2000

亿千瓦时左右。 

 

2. 核电 | 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的广西防城港核电 3号机组今天清晨开始核岛封顶，

这也意味着这座肩负着我国核电技术迈向发达国家重

任的核电机组，即将转入设备安装阶段。 

 

点评：中飞股份（300489）国内核电产业核燃料加工

设备用材生产领军企业，为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三

级保密资格单位。福能股份（600483）参股筹建多个

核电项目，携手央企核电开发主体共同投资开发福建

核电项目。 

 

3. 环境保护 | 国务院常务会议：必须加快推进奶业

振兴，提升乳品质量安全水平。力争 3年内显著提升

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品质、竞争力和美誉度。 

 

点评：庄园牧场（002910）我国西北地区奶业龙头。

截至 2017 年末，公司已建成 8个优质养殖牧场，面积

共 1449.50 亩，存栏奶牛达 10074 头。燕塘乳业

（002732）广东省乳品龙头企业，旗下拥有阳江牧场、

澳新牧业两个国家级奶源示范基地。 

要闻点评 隔夜全球主要股市指数 5 月 23日  

指数名称 涨幅% 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0.21 24886.81 

标准普尔 500指数 0.32 2733.2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0.64 7425.96 

法国巴黎 CAC40指数 -1.32 5565.85 

金融时报 100指数 -1.13 7788.54 

法兰克福 DAX指数 -1.44 12980.64 

韩国综合指数 0.23 2477.5 

东京日经 225指数 -0.52 22572.5 

俄罗斯 RTS指数 -2.22 1175.3 

台湾加权指数 -0.48 10886.18 

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 -0.18 12743.4 

美国证交所 -0.11 270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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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主要外汇比价 5 月 23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澳元/美元 -0.09 0.7559 

欧元/美元 -0.05 1.1702 

英镑/美元 -0.06 1.336 

美元/加元 0.06 1.2839 

美元/瑞郎 0 0.9943 

美元/人民币(离) 0.02 6.3752 

美元/人民币 0 6.3884 

美元/港币 0 7.8478 

美元 指数 0.02 93.904 

美元/日元 -0.09 109.78 

美元/新加坡元 0.03 1.3427 

黄金/美元 0.04 1295.41 

4. 抗艾滋病 | 日前，前沿生物的注射用艾博卫泰显

示已经进入“在审批”阶段，即将迎来上市。艾博卫

泰是一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融合抑制剂，适

用于与其它抗反转录病毒药物联合使用。 

 

点评：目前，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

权威机构在内的任何国家药品监管部门都还没有批准

一个长效的抗艾药物。如果艾博卫泰顺利获批，很有

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抗艾长效药物。A股上市公司中，

深圳能源(000027)和大众公用(600635)通过参股深创

投间接持股前沿生物。 

 

5. 国产芯片 | 据媒体报道，日前中央政府采购网发布

《2018-2019年中央国家机关信息类产品（硬件）和

空调产品协议供货采购项目征求意见公告》，龙芯、

申威、飞腾等国产 CPU服务器都被列入了政府采购名

录。此前政府采购配置的都是美国英特尔公司的 E系

列芯片。台式机和笔记本都要求预装国产预装国产

LINUX操作系统。 

 

点评：浪潮信息（000977）发布国产飞腾 CPU服务器，

已达业界主流水平。中国长城（000066）拟收购天津

飞腾 13.54%股权，基于飞腾平台的 PC和服务器产品

性能保持领先。 

 

6. 大豆 | 5月 23日，在第九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上，

国内领先的北斗芯片及解决方案提供商深圳华大北斗

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了建设和发展国产导航定位芯片的

新思路和新方法，在业内率先提供“北斗芯片开放平

台”。 

 

点评：上市公司中，波导股份（600130）、劲嘉股份

（002191）分别出资 4000万元，各持有华大北斗 9.64%

的股权。 

 

6. 欧美股市 | 美东时间周三，欧股大跌逾 1%，创两

个月最大单日跌幅。美股全线收涨，道指收涨逾 50点，

而盘中一度跌逾 150点，科技股涨势如虹，奈飞、微

软齐创收盘历史新高。美联储凌晨公布的 5月会议纪

要显示或将加快加息步伐，6月加息似乎已“板上钉

钉”，美元指数站上 94 关口，非美货币集体大跌。土

耳其央行上调后期流动性窗口贷款利率(LLW)300个基

点。金价小幅收跌，布油续创三年半收盘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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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习近平要求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强调，要加大对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力度。2、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确定加大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教育投入；采取措施加快推进奶业振兴；国务院要求

在电信、旅游、金融等领域推出服务贸易开放举措。3、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广东调

研自贸试验区建设和深化粤港澳合作等工作时表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动自贸试

验区发展，高质量高起点谋划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行业新闻： 

1、证监会表示，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已在研究制定

Reg-tech 总体方案。2、深交所将于 5月 24 日起在综合协议交易平台为蚂蚁借呗第

一期提供转让服务。3、中央纪委表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4、

商务部表示，中方欢迎优质、有竞争力的美国产品等进入中国市场。5、百行征信宣

布正式挂牌营业。6、政府采购发力国产芯片，龙芯、飞腾、申威进入采购名录。7、

控轨交产能，中国铁建叫停磁悬浮车辆生产线。8、商务部称，美产业对中国钢制丙

烷气瓶提起双反调查申请。9、中央采购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要求预装国产 LINUX

操作系统。10、证监会：积极倡导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对长期不分红的上市公司持

续强化监管，推动上市公司不断提高现金分红水平。 

 

公司新闻： 

1、工业富联董事长称，将适时采用增发、配股等多种方式融入资金，壮大公司综合

实力。2、雷军回应小米估值区间及路演时间称，为谣传。3、常山药业复牌跌停，

股票存暂停上市风险。4、中广天择提示风险：市盈率已显著高于电影与娱乐行业市

盈率，今起复牌。5、南京聚隆涨幅较大（5 连板），股票停牌核查，预计停牌不超

过 5个交易日。6、罗牛山股价涨幅异常，今起停牌核查。7、贝肯能源股价涨幅较

大（四连板），股票停牌核查。8、滴滴拟港股上市 预计市值或能达到 700亿至 800

亿美元。9、财新报道称，百度网易回 A股发行 CDR，选定保荐机构。10、智飞生物

称，九价 HPV疫苗获得批签发证明，可正式进入市场销售。11、中诚信征信宣布完

成 4.5亿元 A轮及 A+轮融资。12、花旗等多家外资银行将踏足粤港澳大湾区。13、

凯迪生态因债务问题，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市场观点 

早间新闻解读

论： 

    昨夜晚间消息面较为平淡，对昨天市场下跌并没有作过多的讨论，因此今天早

上应该会出现惯性杀跌的暴跌次日模式。考虑到可操作系统已经进入高危信号，这

种暴跌次日模式玩成功了就是完美抄底，玩脱了就是断头铡启动点，所以我并不建

议参与直到可操作信号变成安全状态。 

    由于上证 50，沪深 300持股心态低迷（相信这次大家都感觉到无助了），过度

杀跌的情况或许不会发生,但中小创并非持股低迷存在极强的杀跌力量，同样不能掉

意轻心。本次暴跌后，次日早盘不建议参与，建议观察 30分钟和 60 分钟级别的 K

线，确认危险信号消除、盘面企稳后再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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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 

沪指：-1.41%     创业：-1.60%       上涨：688            下跌：2646 

换手涨停：24     涨幅大于 7%：40     涨停开板率：57% 

换手跌停：03     跌幅大于 7%：21     市场风险度：73.2% 

市场连板：10     市场风险：变大     市场持续性：较好 

 

汽车板块：10 

行业新闻：CZB：自 7月 1日起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将汽车整车税率

降至 15%，将汽车零部件税率降至 6% 

603335迪生力 ：09:25 汽车铝合金车轮 远端次新股 送转 

000760斯太尔 ：09:25 汽车零部件 重卡 锂电池 超跌低价 2B 

603013亚普股份：09:31 开板新股 乘用车燃油系统 2B 

300643万通智控：09:31 胎压监测系统 远端次新 

002725跃岭股份：09:37 铝合金车轮制造 17填权 

300680盛隆科技：09:39 发动机废气在循环系统 远端次新 

603813原尚股份：09:55 汽车物流 整机零部件运输 远端次新 

000757浩物股份：10:01 发动机曲轴 收购汽车销售服务资产 复牌 

603655朗博科技：10:06 汽车用橡胶零部件 次新股 

002265西仪股份：10:07 发动机零部件 军工改革 

 

石油 化工 天然气：3 

300540深冷股份：09:25 天然气 天然气液化处理与分装 3B 

300644南京聚隆：13:40 石化 改良型塑料产 新车 次新股 5B 

002828贝肯能源：14:44 勘探+预中标 油气勘探开发钻井 高送转 4B 

 

芯片 集成电路：3 

行业新闻：媒体报道政府采购发力国产芯片，龙芯、飞腾、申威进入采购名录。 

603386广东骏亚：13:20 电路板印制研发+小米概念 独角兽 远端次新 

600770综艺股份：13:23 芯片 集成电路设计+宁德时代 独角兽 

300390天华超净：13:26 防静电超净技术+宁德时代 独角兽 

002023海特高新：芯片 

300330华虹计通：芯片 

300370安控科技：芯片 

300739明阳电路：芯片 次新股 

300493润欣科技：集成电路 

603283赛腾股份：集成电路半导体 次新股 

 

涨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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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次新股：2 

300658延江股份：09:25 一次性卫生用品 次新股+17填权 外销比 50% 2B 

603615茶花股份：09:37 婴童用品 主要生产奶嘴 奶瓶等 远端次新 2B 

 

题材 板块：6 

300743天地数码：09:30 开板新股回封 热转印碳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01619嘉泽新能：09:36 收购光伏发电资产 区块链 次新股 3B 

300731科创新源：10:55 5G+富士康 富士康明日申购 2B 

002437誉衡药业：13:01 医药 引入战投中健投投资 与微医获腾讯支持 2B 

300522世名科技：14:29 16年高送转 色浆研发生产 纸涨价 前期强势股 

601118海南橡胶：14:33 海南板块 天然橡胶种植 

 

公告 复牌：1 

002607亚夏汽车：09:25 中公教育 185亿借壳亚夏汽车超跌低价 复牌 

 

新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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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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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45N新锐 ：09:25 新能源车载电源 

 

涨停开板： 

002173创新医疗：医疗器械 

600536中国软件：国产软件 

600167联美控股：节能环保 

300057万顺股份：OLED 

600996贵广网络：互联网彩票 

603676卫信康 ：医药制造+二胎 

300401花园生物：维生素涨价 

300634彩讯股份：次新股 大数据 

603079圣达生物：次新股 维生素涨价 

002765蓝黛传动：次新股 汽车配件 

000025特力 A ：汽车零件 

300481濮阳惠成：OLED 

600933爱柯迪 ：次新股 汽车配件 

600178东安动力：汽车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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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47盐津铺子：食品 

300092科新机电：核电 超跌 

603767中马传动：次新股 高送转填权 汽车零件 

603028赛福天 ：金属制品 

300589江龙船艇：军工 

603214爱婴室 ：二胎概念 

300504天邑股份：次新股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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