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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重要大宗商品指数 5 月 28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轻质原油连续 -1.31 66.99 

纽约金连续 -0.34 1299.3 

铂连续 -- 905.4 

天然气连续 0.4 2.975 

布伦特原油连续 0.48 75.66 

沪银连续 -0.08 3635 

棉花连续 0.09 16600 

沪铝连续 -0.14 14710 

沪金连续 -0.07 268.9 

沪铜连续 -0.1 51240 

沪锌连续 0.27 24050 

2018年 5月 29日 星期二 

本期产品经理：沈赛 

邮箱：shensai@9086.cn 

执业号码：A0050615100003 

客服电话：400-156-6699 

 

首证投资晨报 

1. 世界杯 | 2018年世界杯将于 2018 年 6月 14日至

7月 15日在俄罗斯 11个城市举行，距离目前只有半

个月左右时间。随着世界杯开幕式的临近，将会带来

相关产业的消费需求以及主题性机会。 

 

点评：世界杯举行将提振国内足球产业热度，相关公

司将显著受益。数码科技（300079）独家入围央视 2018

世界杯前方转播集成项目。星辉娱乐（300043）拥有

西甲联赛皇家西班牙足球俱乐部 99.25%的股份，是首

家控股欧洲五大联赛顶级俱乐部的 A股上市公司。 

 

2. 航空燃油 | 航空煤油出厂价采价期结束，据测算，

6月出厂价约为 5373元/吨，根据附加费定价公式，

已停征超三年的燃油附加费有望复征，将显著对冲国

内线增量航油成本。 

 

点评：机构分析，燃油附加费独立于机票额外征收，

旅客心理接受度更高，征收将突破定价公式票价上限，

打开盈利空间。公司方面，南方航空(600029)国内线

占比高、受益票价放开业绩弹性最大；中国国航

(601111)具备高品质航线；东方航空(600115)区位优

势明显。 

 

3. 旧房改造 | 天河南地区将成为广州市首个老旧小

区成片连片电梯加装试点,由区国规部门统筹编制电

梯规划,下一步将在其他条件成熟的街道或小区推广。 

 

点评：未来我国旧梯更换数量和老旧电梯的数量将加

速增长。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电梯配置密度逐步增

加，未来电梯行业需求有增无减。公司方面，上海机

电(600835)国内电梯行业龙头，电梯行业集中度逐步

提升，优势企业市占率提升。 梅轮电梯(603321)产业

链较完整，掌握电梯核心配件，控制系统生产技术能

力的整机制造企业，规模化的电梯核心部件生产能力。

要业务为防务和光电材料与器件两大业务板块。 

 

要闻点评 隔夜全球主要股市指数 5 月 28日  

指数名称 涨幅% 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0.24 24753.09 

标准普尔 500指数 -0.24 2721.3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0.13 7433.85 

法国巴黎 CAC40指数 -0.61 5508.93 

金融时报 100指数 0.15 7728.22 

法兰克福 DAX指数 -0.57 12864.23 

韩国综合指数 -0.26 2472.58 

东京日经 225指数 -0.43 22385 

俄罗斯 RTS指数 -0.27 1166.76 

台湾加权指数 0.42 10987.77 

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 -0.49 12634.94 

美国证交所 -0.68 267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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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主要外汇比价 5 月 28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澳元/美元 0.01 0.7545 

欧元/美元 -0.03 1.1623 

英镑/美元 -0.02 1.3308 

美元/加元 -0.02 1.2988 

美元/瑞郎 0 0.993 

美元/人民币(离) 0.1 6.4024 

美元/人民币 0 6.3979 

美元/港币 0 7.845 

美元 指数 -0.02 94.377 

美元/日元 -0.18 109.17 

美元/新加坡元 0 1.3428 

黄金/美元 0.11 1299.72 

4. 乙肝新药 | 中国全球首创生物新药重组细胞因子

基因衍生蛋白注射液获得国家食药监局的 1类生物新

药证书。这是 30多年来，世界上首次出现的第 3种类

的乙肝治疗药物，将打破乙型肝炎 e抗原血清学转换

率不会超过 30%的天花板。 

 

点评：公司方面，天士力(600535)联合研发的国家 1.1

类新药治疗用乙肝腺病毒注射液 T101临床获批，是同

类产品中国独家在研品种；广生堂(300436)2017年与

药明康德合作开发的 2个治愈乙肝的一类新药、1个

脂肪肝一类创新药以及 1个抗肝癌一类创新药，部分

项目取得阶段性突破或重大进展。 

 

5. 互联网+医疗 | 国家远程医疗中心 28日在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挂牌成立，目前已与 500家基层医院

合作建立远程会诊分中心。国家远程医疗中心将着力

探索以数据为中心的全连接远程医疗发展路径，引领

建设全国统一的"互联网+医疗健康”标准体系和远程

医疗服务平台，更好地服务于健康中国战略。 

 

点评：研究机构预计全球市场规模有望实现 18%左右

的年均增长率。卫宁健康（300253)主营医疗信息技术

软件，正在推进远程医疗覆盖全国所有医联体和县级

医院；三诺生物（300298）开发了具备数据传输功能

的血糖监测产品和院内、院外血糖管理系统。 

 

6. 蔚来汽车 | 据媒体报道，电动汽车初创企业蔚来

汽车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提交上市文件，或融资约 20亿

美元，金额可能调整。去年 11月份，蔚来汽车在最新

一轮的融资当中获得了超过 10亿美元的投资，由腾讯

领投。蔚来汽车的市值也达到近 50亿美元。 

 

点评：蔚来汽车未来若成功上市，有望借助资本市场

平台进一步做大做强，相关合作方也有望受益。精锻

科技（300258）公司已在为蔚来汽车配套差速器锥齿

轮，其它还有新项目在讨论中；三花智控（002050）

子公司三花汽零被确定为蔚来新能源电动汽车平台热

管理部件的供货商。 

 

6.外盘 | 周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股和美国其

他的金融市场均休市一天。此外，28日是英国的 5月

底银行业假日，英国市场休市一天。欧洲 Stoxx 600

指数周一收跌 0.4%，收于 389.41 点。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今日表现动荡，盘初一度上涨，收盘下跌 2.5%。

俄罗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潜在的增产计划继

续令油价承压，美国 WTI原油 7 月期货周一（5月 28

日）下跌 1.41美元，或 2.08%，报 66.47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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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抢占先机迎难而

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2、全国股转系统透露，经过两年的市场分层管理，新三板

创新层企业借力新三板市场实现快速发展，其中，541家企业近三年净利润累计增

速超过 100%，占创新层企业总数的 57.55%。 

 

行业新闻： 

1、金控监管试点 5家机构浮出水面：上海国际集团、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位列其中。2、上交所副理事长张冬科称，上交所已经做好了 CDR试点的各项工作。

3、深交所将加大对国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与再融资、债券融资和资

产证券化等方面的支持服务力度。4、知情人士称，不存在城投债暂缓发行情况。5、

浙江大湾区建设行动规划编制完成，到 2022 年湾区经济总量达 6万亿元以上。6、

场外期权监管再出重拳，嵌套场外期权的收益凭证纳入监管。7、银保监会正抓紧

推进《银行理财业务监管办法》制定工作。8、因赛马项目披露情况，深交所向罗

牛山下发监管函。9、景顺长城 MSCI基金获证监会批复。10、北京出台新规：住宅

不得拆分炒卖。 

 

公司新闻： 

1、药明康德再度提示风险：股票已连续 15 日涨停，市盈率较高。2、安邦接管工

作组称，安邦没有出清海外资产的计划，对资产优化工作也没有明确时间表。3、

道森股份（6连板）、隆盛科技（4连板）：交易异常波动，停牌核查。4、上海银

行三大股东拟 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不设价格区间。5、南京聚隆完成停牌核查，

股票复牌。6、小米传敲定 7月上中旬挂牌。7、金一文化实控人部分质押股份触及

平仓线，今日起停牌。8、世界杯概念股雷曼股份两涨停后提示风险：体育业务的

商业模式尚需持续优化探索。9、首航节能控股股东、大股东持仓触及平仓线，今

起停牌。10、深交所作出*ST烯碳股票终止上市决定。11、包钢股份澄清：定增价

格并非 1.09元每股。12、宝能持股万科比例下降至 22%：已清盘 3 只、减持 2只

资管计划。13、腾讯投资的电动汽车初创企业 NIO（蔚来汽车）据悉提交上市文件，

或融资约 20亿美元。14、金龙机电控股股东 18.85%质押股份已触及平仓线。 

市场观点 

早间新闻解读

论： 

    周一受外围市场调整以及国际油价大跌影响，A股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盘中沪

指下探 3100点，创业板市场盘中 1800附近调整。酿酒板块中啤酒股呈现全线走强，

燃气概念股盘中逆势走强；苹果、小米、国产软件、体育、工业互联、无人驾驶、

猪肉等概念盘中呈现走强。 

    总体来看，周一市场继续呈现探底调整，盘中股指展开窄幅震荡,两市热点盘

中呈现分化.短期来看，市场在经历持续性回落后短期望迎来止跌企稳，近期市场

持续调整，量能也随之出现缩量，表明当前下跌动力正在缩减，后期市场有望迎来

止跌企稳。本周五 A股将正式加入的 MSCI 指数行列，这或将为市场止跌企稳或反

弹提供外在利好，在机会上，建议中期关注大盘蓝筹股和 MSCI成份股机会，同时

关注当前热点题材短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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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 

沪指：-0.20%      创业：-0.42%       上涨：1024           下跌：2288 

换手涨停：31      涨幅大于 7%：60     涨停开板率：35% 

换手跌停：25      跌幅大于 7%：85     市场风险度：63.2% 

市场连板：09      市场风险：较大     市场持续性：好 

 

医药：6 

002758华通医药：09:31 药品批发零售 2B 

000790泰合健康：09:36 实控人变更 仿制药 抗癌 低位 复牌 

002788鹭燕医药：13:42 药品 医疗器械 17 送转填权 

603998方盛制药：13:58 抗癌药 中成药 低位 

002826易明医药：14:06 化学原料药 远端次新 

300434金石东方：14:54 旗下快克品牌感冒药制造商亚洲制药 

300653正海生物：生物医药 

002750龙津药业：医药制造 

300453三鑫医疗：医疗器械 

 

酿酒：5 

002646青青稞酒：11:08 青稞酒研发酿造 低位 

603779威龙股份：11:16 葡萄酒生产销售 

002461珠江啤酒：14:53 啤酒加工销售 17 填权 

000596古井贡酒：14:54 白酒生产与酿造 

600559老白干酒：14:59 白酒酿造与生产 

 

世界杯 体育：8 

行业新闻：2018年世界杯于 6月 14日在俄罗斯开幕 

300162雷曼股份：09:34 世界杯开幕临近 与足球有深度合作 2B 

300730科创信息：09:35 世界杯 高送转 为联通提供手机电视支持 

002878元隆雅图：09:52 公司与世界杯有相关订单 远端次新 高送转 

002181粤传媒 ：09:57 旗下有体育彩票和体育报刊业务 

002899英派斯 ：10:03 健身器材开发 次新股 

002780三夫户外：10:05 户外用品销售 低位 

603099长白山 ：10:53 体育+东北板块 公司拥有国家滑雪基地 

000558莱茵体育：14:56 体育运营 体育产业 互联网彩票 

 

 

 

涨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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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参股 独角兽：5 

300556丝路视觉：09:30 阿里巴巴参股子公司 视觉机器人 低位 有开板 3B 

002065东华软件：10:53 腾讯入股 5% 与京东有战略合作 复牌股 有开板 

300490华自科技：11:22 宁德时代 子公司给宁德供应设备 环保 

603776永安行 ：13:07 二股东是蚂蚁金服子公司 17填权+远端次新 

300682朗新科技：14:49 与阿里云和蚂蚁金服有合作+IDG概念 

 

汽车零部件：4 

300680隆盛科技：09:25 发动机废气在循环系统 远端次新 4B 

002813路畅科技：09:33 无人驾驶 车载导航系统 车联网 2B 

300580贝斯特 ：13:24 汽车零部件 超跌远端次新 2B 

603286日盈电子：14:12 汽车洗涤系统产品 远端次新 2B 

603767中马传动：汽车配件 次新股 

002708光洋股份：新能源汽车 

 

5G+：2 

300565科信技术：09:39 5G 光通信技术+深圳光明新区 

002417深南股份：13:36 5G+大数据 移动通信网络优化 

 

公告 复牌：4 

002857三晖电气：09:25 终止重组 复牌 高送转 

002607亚夏汽车：09:25 中公教育 185亿借壳亚夏汽车超跌低价 

603033三维股份：09:30 收购铁路轨道资产 

300209天泽信息：09:36 收购跨境电商资产 公告 

 

个股 题词 板块：4 

300720海川智能：09:30 远端次新+智能制造 公司下游为食品消费类 2B 

603800道森股份：09:40 钻采设备 天然气 外销比 73% 灵魂股 4+2B 

002571德力股份：10:47 摘帽 低位 玻璃器皿研发生产 

300037新宙邦 ：14:52 锂电池 化工材料 特斯拉 

 

新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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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46汉嘉设计：09:25 建筑装饰 景观设计 

603486N科沃斯：09:25 家庭服务 清洁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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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停开板： 

002828贝肯能源：油气开采 天然气 高送转 

000735罗牛山 ：海南 赛马 

002277友阿股份：新零售 互联网彩票 

002726龙大肉食：猪肉 

603189网达软件：短视频 

300590移为通信：芯片 5G 

300153科泰电源：锂电池 

603496恒为科技：次新股 5G 

300428四通新材：雄安 新材料、 

603803瑞斯康达：5G 物联网 

603386广东骏亚：次新股 小米概念 芯片 汽车电子 

603887城地股份：收购资产 

002889东方嘉盛：次新股 与腾讯华为合作 

603813原尚股份：汽车板块物流 次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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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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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