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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重要大宗商品指数 5 月 30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轻质原油连续 -0.25 68.04 

纽约金连续 0.12 1303.1 

铂连续 0.17 910 

天然气连续 0.17 2.89 

布伦特原油连续 -0.18 77.58 

沪银连续 0.44 3647 

棉花连续 -0.54 17565 

沪铝连续 0.1 14650 

沪金连续 -0.11 269.45 

沪铜连续 0.06 51110 

沪锌连续 1.2 2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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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证投资晨报 

1. 关税降低 |李克强总理 5月 30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 7月 1日起，将服装鞋帽等进口关税

平均税率由 15.9%降至 7.1%；将家用电器进口关税平

均税率由 20.5%降至 8%；将水产品等加工食品进口关

税从 15.2%降至 6.9%；将化妆品等产品进口关税平均

税率由 8.4%降至 2.9%。 

 

点评：青岛金王（002094）旗下悠可拥有包括雅诗兰

黛、娇韵诗等在内的 30余个品牌的线上独家代理权和

经销权。御家汇（300740）取得韩国面膜品牌“丽得

姿”及日系中高端品牌“城野医生”代理权。 

 

2. 快递大会 | 2018中国快递行业（国际）发展大会

召开。藉由大会的平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一步合

作创新，在电子商务、生物医药、制造业、农业、跨

境合作等众多领域进行了 12场签约。中国邮政、快递

企业与菜鸟网络战略合作签约，进一步升级行业信息

化能力，提升行业服务能力。 

 

点评：畅联股份（603648）专注于为国际跨国企业提

供精益供应链管理服务。嘉诚国际（603535）已与京

东、菜鸟开展业务合作；公司自有两大物流基地天运

多功能国际物流中心及目前正在建设的嘉诚国际港分

别坐落于自贸区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地段。 

 

3. 乳业 |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关于加快

推进奶业振兴和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力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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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金融保险、奶畜养殖用地等支持，为奶

业振兴创造条件。 

 

点评：在发布今年一季度报的 12家乳企中，实现营收、

净利双增长的乳企有伊利股份、天润乳业等。天润乳

业(600419)2017 年疆内收入仍保持两位数增长、疆外

收入保持 160%以上高增长；伊利股份(600887)中国规

模最大，产品线最全的乳业龙头，已拥有牧场约 800

个，未来五年还将增加建设 800个不同规模的牧场。 

要闻点评 隔夜全球主要股市指数 5 月 30日  

指数名称 涨幅% 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26 24667.78 

标准普尔 500指数 1.27 2724.0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0.89 7462.45 

法国巴黎 CAC40指数 -0.2 5427.35 

金融时报 100指数 0.78 7692.55 

法兰克福 DAX指数 0.96 12788.17 

韩国综合指数 0.44 2419.61 

东京日经 225指数 0.43 22113.5 

俄罗斯 RTS指数 0.35 1158.91 

台湾加权指数 -- -- 

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 1.47 12625.87 

美国证交所 2.74 27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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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主要外汇比价 5 月 9 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澳元/美元 0 0.7567 

欧元/美元 -0.04 1.1657 

英镑/美元 -0.02 1.3279 

美元/加元 0 1.2888 

美元/瑞郎 -0.02 0.988 

美元/人民币(离) 0.06 6.4039 

美元/人民币 -0.02 6.4174 

美元/港币 -0.01 7.8456 

美元 指数 0.03 94.09 

美元/日元 -0.12 108.57 

美元/新加坡元 0.04 1.3394 

黄金/美元 0.04 1302.7 

4. 贸易战 |美国白宫官网发表声明称，根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条，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包括高

科技产品在内的总值 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 25%的关

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 2025”计划相关的产品。

最终的进口商品清单将于 2018年 6月 15日之前公布，

稍后将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点评：分析认为，首当其冲是针对中国计划加征 25%

附加关税的行业，尤其是航空航天、信息及通信技术、

机械机床领域，贸易占比较高的行业也会受到影响，

如电子（半导体）受损。A股上市公司中，三川智慧

(300066)与与龙芯中科合作开发的水气热计量通用芯

片，宏达电子(300726)参股公司株洲展芯已完成 15款

产品定型量产，6款产品鉴定。 

 

5. 干细胞 | 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网站通知

称，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

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要求，现将“干细胞及

转化研究”重点专项 2018年度拟立项项目信息进行公

示。公示清单显示，2018年度拟立项项目共计 30项，

共计获得中央财政经费 5.8544亿元。中科院系统拟立

项项目最多，达 6项。 

 

点评：公司方面，国际医学(000516)参股企业汉氏联

合是干细胞产业领域的先锋企业，主营业务覆盖胎盘

干细胞采集和存储服务、干细胞美容抗衰老和干细胞

药物开发三大部分，建立了 “干细胞银行”；南华生

物（000504）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国资控股的干细胞产

业上市公司，自 2015年起开展干细胞储存业务。公司

拥有湖南省内自主的干细胞储存库，促进干细胞存储

业务的经营与管理。 

 

6.卫星通信 | 近日中国电信发布天通手机集中采购

项目招标公告称，为了配合天通卫星运营服务顺利开

展，计划采购天通手机 10万台，其中单模和双模产品

各 5万台。 

 

点评：上市公司中，高新兴（300098）国内首批打通

“天通一号”卫星电话的企业，公司与中国电信共同

打造的 T 系列卫星电话，是第一款国产全网通+卫星手

机，打破了卫星电话被国外垄断的局面。华力创通

(300045)是最早进入我国“天通卫星”研制的单位之

一，卡位高壁垒环节，具备通导一体化技术优势，与

中国电信、终端与芯片研制领先者进行深度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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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回应“美国白宫声明”称，每一次变脸都是对国家信誉的又一次损耗，

敦促美方言而有信。如果美方执意任性妄为，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维护自身

正当利益。美国白宫此前宣布将对 500亿美元中国高科技产品征收 25%关税。2、

据商务部消息，5 月 30日下午，美方经贸磋商工作团队已抵达北京。3、MSCI称，

海南橡胶、上海建工和西南证券按规定将从 MSCI中国指数、MSCI A 股全球通指数

等相关 A股指数剔除；东方园林、海南橡胶、中国中铁、太钢不锈和中兴通讯 5 只

停牌股也暂不被纳入上述指数，皖新传媒将重新调整纳入。上述调整自 6月 1日生

效。 

 

行业新闻： 

1、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7月 1日前完成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要求引导外资投向先

进制造业等。国务院决定 7月 1日起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2、六家公司 5月

29日上报了一款封闭 3年的战略配售灵活基金，业内人士表示，这类基金可能会

参与 CDR投资公募基金，为了迎接独角兽回归 A股。3、银保监会就《外资保险公

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公开征求意见。4、据中国金融时报，一批保险业监管措施

正在推进之中，不久后将落地。5、美国企业对耳机听筒及其组件提起 337调查申

请，中国多家公司为列名被告。6、全国多地银监局展开专项检查，地方城商行排

队到 7月。7、吴小晖不服一审两罪判决，已经提起无罪上诉。 

 

公司新闻： 

1、中兴通讯 30日公告，由于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激活拒绝令，公司股票继续

停牌。2、完成最新一轮融资，蚂蚁金服估值高至 1500亿美元。3、宁德时代网上

发行中签率为 0.0937%，申购倍数为 1066倍。4、苏宁易购完成出售阿里巴巴股票，

预计获利 56亿元人民币。5、万达、腾讯、高朋成立一家合资网络科技公司，将注

入万达网科公司原飞凡等部分业务。万达商管集团将在三方新成立的网络科技公司

中占股 51%，腾讯占股 42.48%。6、道森股份股价异动核查完毕，股票复牌。7、世

界杯概念股雷曼股份股价涨幅过大，今起停牌核查。8、邦讯技术控股股东部分质

押股份触及平仓线。9、全域限购冲击楼市，雅居乐欲启动海南员工跟投计划。 

市场观点 

早间新闻解读

论： 

    受外围市场大跌以及美国对中国进口部分高科技产品征收 25%关税消息影响，

周三沪深两市呈现大幅回落，盘中沪指逼近年内低 3041点，创业板指数盘中跌幅

达 2.7%以上。从盘面看，两市行业板块盘中全线飘绿，农业股盘中逆势活跃，黄

金概念、农业题材以及医药类题材部分个股盘中逆势走强，市场盘中防御性再度呈

现。 

    总体来看，周三市场受外围市场大跌以及利空因素影响呈现大幅下跌，盘中沪

深两市宽幅震荡，两市热点盘中呈现严重分化，中美贸易摩擦受益性行业盘中呈现

市场活跃，多数板块出现大幅调整，市场盘中人气呈现低迷。短期来看，在利空因

素影响下，A股市场短线再度陷入弱势调整格局，后期或继续展开技术性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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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 

沪指：-2.53%      创业：-2.67%        上涨：292           下跌：3082 

换手涨停：015     涨幅大于 7%：029     涨停开板率：48% 

换手跌停：174     跌幅大于 7%：566     市场风险度：85.3% 

市场连板：04      市场风险：变大      市场持续性：变差 

 

贸易战 ：9 

行业新闻： 

1. 美国将于 6月 15 日公布关税税率为 25%的最终中国进口商品清单 

2. 近期期货 苹果涨价+棉花涨价 

农产品 养殖业： 

603336宏辉果蔬：09:40 果蔬种植管理 

600313农发种业：10:01 农作物种子 

600371万向德农：10:07 玉米农作物种子 蚂蚁金服 

603363傲农生物：14:34 生猪养殖 饲料 远端次新 

600540新赛股份：15:00 棉花种植 摘帽 新疆 棉花期货大涨 2B 

 

芯片： 

300333兆日科技：09:46 电子支付密码芯片为公司独家供应 

300139晓程科技：14:57 芯片 黄金 公司的阿克罗马金矿已经开工 

 

黄金：2 

601069西部黄金：14:28 黄金采选及冶炼 

600988赤峰黄金：14:47 黄金采选 超跌低价 

 

超跌：2 

002691冀凯股份：09:31 17高送转 股东增持 矿用采掘机械 急跌 3B 

300062中能电气：09:41 超跌 输配电设备 雄安新区 2B 

 

公告 复牌：3 

603398邦宝益智：09:25 收购玩具运营商资产 

002607亚夏汽车：09:25 中公教育 185亿借壳亚夏汽车超跌低价 

300455康拓红外：09:25 航天五院 卫星技术资产注入 

 

涨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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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 板块：4 

300490华自科技：13:24 宁德时代 子公司给宁德供应设备 环保 3B 

603365水星家纺：13:34 服装家纺 床上用品 纺织类 次新股 

002921联诚精密：14:12 农机汽车零部件 次新股 北美外销比 37% 

300703创源文化：14:40 二胎 次新 填权 北美外销比 浙江 

 

新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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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486科沃斯 ：09:25 家庭服务 清洁机器人 

 

涨停开板： 

300224正海磁材：稀土 

300127银河磁体：稀土 

002237恒邦股份：黄金 

300162雷曼股份：世界杯 

300682朗新科技：巨头合作 

603393新天然气：复牌 收购 

002161远望谷 ：无人零售 收购 

600543莫高股份：葡萄酒 

600232金鹰股份：服装纺织 

000927一汽夏利：汽车 

002799环球印务：复牌 

300454深信服 ：新股开板 

603778乾景园林：园林工程 超跌 

002909集泰股份：次新股 有机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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