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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重要大宗商品指数 5 月 24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轻质原油连续 -0.01 70.7 

纽约金连续 -0.03 1304 

铂连续 -0.23 910.5 

天然气连续 -0.2 2.934 

布伦特原油连续 -0.03 78.77 

沪银连续 0.77 3659 

棉花连续 1.64 16765 

沪铝连续 0.68 14715 

沪金连续 0.65 269.4 

沪铜连续 0.47 51430 

沪锌连续 0.59 23770 

2018年 5月 2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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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近日，国务院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明确了广东自贸试验

区“两区一枢纽”的战略定位。《深改方案》中明确

提出要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贸易中心，这是广东

首次在国务院文件中确立了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贸易

中心的特殊定位。 

 

点评：嘉诚国际（603535）公司募投项目嘉诚国际港

（二期）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核心城市广州市南

沙的中心位置，与位于自贸区的天运物流中心无缝链

接，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海港（000507）构筑了“港

口物流”、“综合能源”和“港城配套”三大主业板

块联动发展的格局。。 

 

2. 天津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天津）自

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通知表示将探索

建设基因诊断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开展出生缺陷疾病、

肿瘤等重大疾病防治应用。 

 

点评：中源协和（600645）在中国人群疾病易感基因

领域开发出符合国际标准的基因检测系列项目。中新

药业（600329）持股 26.4%的天津生物芯片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为“十五”期间国家 863 专项资助的五个

生物芯片研发基地之一。 

 

3. 雄安新区 |外交部对外发布通知，5月 28日将举行

雄安新区全球推介活动，主题为“新时代的中国：雄

安探索人类发展的未来之城”。 

 

点评：安新县重点纳污坑塘综合整治项目，中环装备

（300140）全资子公司中标其中一包，博世科（300422）

中标其中一包，投标价格 1688万元。 

要闻点评 隔夜全球主要股市指数 5 月 24日  

指数名称 涨幅% 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0.3 24811.76 

标准普尔 500指数 -0.2 2727.7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0.02 7424.43 

法国巴黎 CAC40指数 -0.31 5548.45 

金融时报 100指数 -0.89 7719.28 

法兰克福 DAX指数 -0.97 12851.48 

韩国综合指数 -- -- 

东京日经 225指数 -1.11 22437.01 

俄罗斯 RTS指数 0.14 1176.33 

台湾加权指数 0.47 10936.93 

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 -0.37 12696.69 

美国证交所 -0.43 269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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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主要外汇比价 5 月 24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澳元/美元 0.04 0.7569 

欧元/美元 0.11 1.1721 

英镑/美元 0.1 1.3382 

美元/加元 0.42 1.2885 

美元/瑞郎 -0.31 0.9912 

美元/人民币(离) 0 6.3754 

美元/人民币 -0.01 6.375 

美元/港币 -0.01 7.8476 

美元 指数 -0.11 93.781 

美元/日元 -0.53 109.3 

美元/新加坡元 -0.17 1.34 

黄金/美元 0.71 1304.06 

4. 网约车/新能源汽车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暨安全监管工作现场会上获悉，

深圳市纯电动出租车超 1.3万辆，纯电动化率 65%；

按计划，将在今年底实现巡游出租车 100%纯电动化。

并将积极修订《深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拟于 7月 31日起新增网约车全部为纯

电动。 

 

点评：公司方面，中鼎股份(000887)是沃尔沃、奇瑞

捷豹路虎等知名品牌的批量供应商；银轮股份

(002126)是吉利 PMA纯电动平台热交换总成产品指定

供应商。永贵电器(300351)是吉利新能源汽车合格供

应商。 

 

5. 中德合作 |中德两国总理 24 日举行会谈。中方表

示，在自动驾驶、人工智能、车联网等新兴产业领域

持开放态度,将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愿与德方在上述领

域加强合作。德方表示，非常愿意与中方共同开发新

能源汽车和自动驾驶等技术，希望中方为此提供更多

便利。 

 

点评：德赛西威（002920）主营汽车电子产品，跟百

度共同开发了 BCU-MLOC(高精度定位）、BCU-MLOP(高

精定位+环境感知）产品；保隆科技（603197）主营涉

及汽车传感器、车载摄像头；均胜电子（600699）主

营汽车电子、汽车安全等业务，旗下多家公司经营地

和注册地位于德国。 

 

6. 猪肉 |据搜猪网报道，24日国内生猪价格继续以涨

为主，领涨的辽宁地区较昨日上涨每公斤 0.47元，达

到 10.57 元。纳入监测的各省份猪价全面突破每公斤

10元，南方局地逼近 11元。目前各养殖主体热情高

涨，压栏惜售和挺价意愿持续。 

 

点评：研究机构预计，母猪淘汰导致的产能周期拐点

有望在未来一年内逐步显现，规模化养殖企业将在环

保门槛提升过程中受益，天邦股份（002124）、正邦

科技（002157）的出栏量今年有望同比增长一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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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双方将在未来产业领域开展更多合作，扩

大德中贸易投资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2、李克强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表

示，中国愿同德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中东欧先行先试。3、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取消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 6月 12日在新加坡的会晤。4、商务部表示，

此次中美磋商最大成果就是同意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不打“贸易战”。5、朝鲜完

成丰溪里核试验场拆除工作。 

 

行业新闻： 

1、国务院印发进一步深化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 2、据券商中

国，目前央行金融稳定局正在牵头制定金控公司管理办法。3、上交所发布消息称，

证监会党委决定，蒋锋任上交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4、美国商务部已对部分进

口汽车启动 232调查。5、发改委煤炭会议并未要求现货降价至 570 元。6、深圳证

监局表示将持续推进资管业务打破刚性兑付。7、深交所就拟终止*ST 烯碳上市召

开听证会。8、生态环境部将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9、标普全球拟在华成立

独立评级公司。 

 

公司新闻： 

1、联想集团上财年亏损 1.89亿美元，正在考虑回归 A股。2、新浪考虑在香港二

次上市，最早可能四季度进行，发行规模尚未确定。3、宏川智慧走出十天九板的

行情。傍晚时分宏川智慧公告，两次达到异动标准，股票停牌核查。4、药明康德

提示风险，公司股票已连续 13个交易日涨停。5、道森股份自查完毕，股票复牌。

6、深冷股份涨幅较大（四连板），股票停牌核查。7、民盛金科连续两日跌停，大

股东所持部分股票面临平仓风险。8、三川智慧收深交所关注函，要求说明是否存

在炒作股价的情形。9、三木集团获阳光集团上海实业增持，逼近举牌线。10、工

业富联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3421%。11、大连机床董事长遭公安部 A级通缉，

8只违约债 224亿负债，现又涉嫌 6亿骗贷。 

 

12、据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行规模 9亿元的 13盾安集 MTN1已经兑付完毕，盾安

集团后续还有 54亿债券年内到期。 

市场观点 

早间新闻解读

论： 

    周四市场调整格局依旧，盘中两市再度分化。从盘面看，市场盘中热点相对凌

乱，日用化工、商业连锁、医疗保健、矿物制品、IT设备、旅游、有色等行业盘

中呈现小幅活跃，保险、券商、石油等权重板块出现止跌；题材板块方面，免疫治

疗、卫星导航、海南自贸、猪肉、粤港澳、虚拟现实等题材盘中活跃。 

    总体来看，周四市场延续之前调整节奏，盘中沪指下探 3150点，而创业板指

数延续高位调整。盘中两市热点较为凌乱，海南自贸、维生素、卫星导航、猪肉、

粤港澳等题材盘中活跃带动其他题材板块活跃，汽车电子、油气改革、工业互联等

出现调整。 

    短期来看，市场在经历前日大跌后将继续寻求低位技术支撑，同时，主力资金

欲借助市场调整进行调仓，当前市场仍以存量资金博弈为主，市场热点难以持续以

及赚钱效应不足将短期影响市场人气。因此，短期调整格局有望延续，中期上升趋

势不改，在机会上，建议短线关注当前热点题材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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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 

沪指：-0.44% 创业：-0.41% 上涨：1291 下跌：1975 

换手涨停：31 涨幅大于 7%：46 涨停开板率：23% 

换手跌停：01 跌幅大于 7%：08 市场风险度：54.6% 

市场连板：08 市场风险：一般 市场持续性：较好 

 

汽车零部件：6 

002725跃岭股份：09:31 汽车车轮+芯片 17 填权 2B 

300680隆盛科技：09:31 发动机废气在循环系统 远端次新 2B 

300643万通智控：14:20 胎压监测系统 远端次新 2B 

603926铁流股份：09:25 拟 3800万欧元收购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公告 

300742越博动力：14:24 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 汽车动力系统 开板新股回封 

603813原尚股份：14:47 汽车物流 整机零部件运输 远端次新 2B 

 

海南板块：5 

行业新闻： 

1.海南财政部门将加快建立自贸区(港)财政体制 

2.海口出台措施鼓励邮轮产业发展 

603069海汽集团：09:37 海南板块 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 公告 

002596海南瑞泽：10:25 海南赛马 旗下有旅游和赛马项目 

600555海航创新：13:55 海南赛马 旗下有九龙山赛马场 

002320海峡股份：14:33 海南航运业务 

002865钧达股份：14:44 海南板块 汽车零部件 

 

芯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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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8 电路板印制 小米 汽车电子 远端次新 有开板 2B 

600520文一科技：10:01 旗下有集成电路封装资产 

300139晓程科技：10:06 集成电路设计 电力线载波芯片 

300177中海达 ：09:25 北斗导航芯片面世 公告 

300066三川智慧：09:25 与中科龙芯合作共同开发国产芯片 公告 

 

阿里概念：2 

行业新闻：阿里巴巴可能在 6月份成为首批回归 A股的科技公司之一。 

002264新华都 ：10:54 阿里新零售 阿里入股占比 10%+赛马 

300556 丝路视觉：11:30 阿里巴巴参股子公司 视觉机器人 低位 

涨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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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燃气：2 

002930宏川智慧：13:17 石油仓储物流服务 次新股 妖股 8+1B 

300540深冷股份：13:37 天然气 天然气液化处理与分装 4B 

 

次新股+：2 

603683晶华新材：13:35 远端次新 各类粘胶 化工 

603895天永智能：13:51 次新股 智能制造 工业 4.0 

 

多胎概念：2 

002910庄园牧场：09:43 乳制品加工 奶牛养殖 次新股 

300658延江股份：10:17 多胎概念 次新股+填权 外销比 50% 3B 

 

前期高送转：3 

300536农尚环境：11:19 低位 16高送转 园林绿化 

002621三垒股份：13:46 资产重组预期 低位 16送转 

002830名雕股份：14:47 低位 16高送转 远端次新 

 

板块 题材：2 

300731科创新源：09:36 富士康+5G 富士康今日申购 3B 

002307北新路桥：13:53 新疆 公路桥梁施工 17填权 

 

ST板块：6 

002604*ST龙力：09:25 超跌 乙醇燃料 受益油价上涨 

000422*ST宜化：09:25 超跌 出售资产 天然气 化肥化工 

002018*ST华信：09:35 超跌 化工 草甘膦 

000737*ST南风：10:19 超跌 无机盐 化工 

600238*ST椰岛：14:17 超跌 海南 酒水饮料 

002188*ST巴士：13:48 超跌 扬声器 

 

公告 复牌：2 

002161远望谷 ：09:25 收购轨交车维修 企业信息服务资产 

002607亚夏汽车：09:25 中公教育 185亿借壳亚夏汽车超跌低价 

 

个股：4 

000573粤宏远 A：09:32 广东自贸区 超跌低价 房屋租售 

603320迪贝电气：09:38 低位 家用电气压缩机 远端次新 

300653正海生物：11:22 医药类 趋势股 生物膜 新材料 抗癌 远端次新 

002805丰元股份：13:09 草酸涨价 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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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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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45欣锐科技：09:25 新能源车载电源 

 

涨停开板： 

000516国际医学：阿里巴巴概念 

000848承德露露：蚂蚁金服概念 奶粉 

002855捷荣技术：电子制造 

600689上海三毛：上海国改 

603615茶花股份：二胎概念 

603335迪生力 ：汽车零件 

002812创新股份：送转填权 锂电池 

002751易尚展示：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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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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