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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重要大宗商品指数 6 月 4 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轻质原油连续 0.45 65.04 

纽约金连续 -0.06 1292.3 

铂连续 -0.22 901.5 

天然气连续 -0.27 2.922 

布伦特原油连续 0.25 75.48 

沪银连续 -0.14 3632 

棉花连续 -2.82 17075 

沪铝连续 -0.1 14580 

沪金连续 -0.09 267.5 

沪铜连续 0.44 51980 

沪锌连续 0.06 24360 

2018年 6月 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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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保险 | 银保监会日前公布12家首批获得税延

养老保险业务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名单。四家上市险

企均获得税延养老保险业务经营资格。 

 

点评：业内人士表示，税延养老项目在我国已筹备了

相当长的时间，预计 6月各家公司将陆续推出产品。

新华保险（601336）纯寿险弹性标的，健康险占比最

高，受政策红利的催化最为明显。中国人寿（601628)）

销售端发力、臻品系列放量。 

 

2. 渤海湾 | 由山东省发改委牵头，聘请国际专家，

正在进行渤海湾港的统一规划工作，规划预计今年 9

月出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山东

代表团审议时，要求山东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

口。今年 5月，山东省召开山东海洋强省建设工作会

议。 

 

点评：渤海轮渡（603167）拥有烟台至大连航线和蓬

莱至旅顺航线客滚运输资质，是国内规模最大、综合

运输能力最强的客滚运输企业。日照港（600017）依

托日照港口开展大宗散杂货物的装卸、堆存及中转服

务。港口周边公路、铁路发达，集疏运体系完善，条

件优越，可以为客户提供综合物流成本较低的港口服

务。 

 

3. 啤酒 |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2018年 4月中

国啤酒行业产量 336.2万千升，同比增长 6.1%；2018

年 1-4月，中国啤酒行业累计产量 1228.4万千升，同

比增长 2.4%。 

 

点评：机构分析，啤酒行业供给出清叠加世界杯期间

消费，2、3季度业绩加速回升。公司方面，乐惠国际

(603076)啤酒酿造设备龙头，重点布局海外工业啤酒

整厂工程、国内精酿啤酒市场、乳品无菌包装三大消

费升级下游领域；西藏发展(000752)与嘉士伯的合资

提升啤酒业务竞争力，在西藏市场占有率为 50%。 

要闻点评 隔夜全球主要股市指数 6 月 4 日  

指数名称 涨幅% 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0.72 24813.69 

标准普尔 500指数 0.45 2746.8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0.69 7606.46 

法国巴黎 CAC40指数 0.14 5472.91 

金融时报 100指数 0.53 7742.25 

法兰克福 DAX指数 0.38 12772.56 

韩国综合指数 -0.05 2446.47 

东京日经 225指数 0.25 22532.5 

俄罗斯 RTS指数 1.16 1177.91 

台湾加权指数 -- -- 

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 0.42 12673.91 

美国证交所 -0.84 273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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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主要外汇比价 6 月 4 日 

名称 涨幅% 收盘 

澳元/美元 -0.01 0.765 

欧元/美元 0.03 1.17 

英镑/美元 -0.01 1.3314 

美元/加元 0 1.2922 

美元/瑞郎 -0.04 0.9878 

美元/人民币(离) 0 6.4031 

美元/人民币 0 6.4049 

美元/港币 0.01 7.846 

美元 指数 -0.02 94.001 

美元/日元 -0.08 109.87 

美元/新加坡元 0.01 1.3362 

黄金/美元 0.04 1292.11 

4. 燃油附加费 | 停征 3年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

恢复征收。6月 4日国航、东航、昆明航空等公司发

布公告表示，将于 2018年 6月 5 日起（以出票日期为

准），对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行调整。调整内容为：

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由人民币 0

元上调为人民币 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

每航段由人民币 0元上调为人民币 10元。按照行业惯

例，其他航空公司预计也将很快宣布这一消息。 

 

点评：机构认为，燃油附加费重新开征将大幅降低油

价弹性，航空公司收入端与成本端均受益。据测算，

若全额征收，国航、南航、东航燃油附加费收入分别

可对冲 5000元/吨以上部分航油成本的 66.4%、64.1%、

73.9%。随着民航票价的逐步放开及暑期出行需求旺季

的到来，航空公司有望打开业绩上升通道。中国国航

（601111）、东方航空（600115）、南方航空（600029）

等龙头航空公司。 

 

5. 电阻元件 | 据报道，二线电阻厂商光颉、厚声上

周五针对客户端再发出涨价通知，其中厚声部分规格

调涨的幅度达 100％，将在 6月 15日生效，单是厚声

一家最近 2个月就二度调涨。5-6月属于相对淡季，

但是正式步入旺季之后，供需将更趋紧迫。 

 

点评：机构认为，半导体领域 2018 年的主基调仍是投

资带动，而被动器件的缺货趋势亦仍将贯穿全年。A

股上市公司中，洁美科技（002859）主要产品电子元

器件薄型载带广泛应用于电阻、电感和电容等被动元

器件；风华高科（000636）是国内主要的芯片电阻生

产商之一。顺络电子（002138）主营片式电感和片式

压敏电阻制造。 

 

6. 尾气治理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负责人近

日表示，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制定实施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攻坚战行动方案，建立实施最严格的机动车“全防

全控”环境监管制度，实施清洁柴油车、清洁柴油机、

清洁运输和清洁油品四大行动。 

 

点评：四川美丰（000731）生产柴油发动机氮氧化物

还原剂，车用尿素产能 60万吨。龙蟠科技（603906）

为柴油发动机尾气净化液的国内龙头, 在国内车用尿

素行业拥有 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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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表示，中方已就此轮中美经贸磋商发表声明，至于下一步是否举行新一

轮磋商等具体问题，建议向中国商务部了解；中方有关原则立场是明确的，中方谈

判和磋商的大门始终敞开。2、银保监会对《保险实名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对于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将其列入联合惩戒对象，实施联合

惩戒。 

 

行业新闻： 

1、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与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举行工作会谈，加大对相关领域重大

违法犯罪活动行政处罚和刑事打击力度。坚决整治金融乱象，维护良好金融秩序。

2、深交所启用新版公司债券上市协议，夯实依法全面从严监管基础。3、光伏股 4

日批量跌停，机构大规模卖出。4、唐山 226 家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停产。5、北京

楼市成交创 14个月新高，深圳连升 3个月。6、国航、昆明航空 6 月 5日起复征国

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公司新闻： 

1、乐视网公告称，重庆小贷与乐视金融其他公司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风险。2、范

冰冰参股的唐德影视发声称，公司不存在签阴阳合同偷漏税行为。横店影视公告称，

范冰冰事件不会对公司造成影响。华策影视回应“娱乐圈大小合同”称，依法整顿

有利于公平的竞争环境。3、格力和美的各自宣布已中标俄罗斯世界杯场馆项目。4、

据路透社消息，小米据悉考虑 30亿美元 CDR 的上市计划。5、国科微公告称，与国

家大基金等设合伙企业，投资集成电路领域。6、南京证券中签结果出炉，共 247518

个。7、骅威文化拟超 30亿收购曼荼罗影视。8、华侨城增资控股西安饮食母公司

西旅集团或告吹。9、司太立拟收购海神制药 100%股权，5日起复牌。10、退市吉

恩逾期债务及利息升至 88.49亿元。11、德新交运再启重大资产重组，今起停牌。

12、创智科技、长航油运两家退市公司申请重新上市。13、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将在北京时间周二凌晨 1点开始，这也是 9月集中发布新品的秋季发布会

的“前瞻会”。在 WWDC中你可以看到下代操作系统或者全新硬件，除此之外来自

全球的开发者也是这次大会的重点。 

市场观点 

早间新闻解读

论： 

    周一市场继续呈现高位震荡调整，盘中沪指再度冲高。从盘面看，两市热点呈

现小幅分化，盘中银行、保险、券商等板块盘中活跃；题材板块方面，安防服务、

工业互联、虚拟现实、芯片、独角兽等题材盘中活跃，富士康概念股安彩高科、新

亚制程盘中涨停。 

    总体来看，周一市场延续近期高位调整格局，两市热点盘中交替呈现，个股盘

中涨跌互现。市场持续性反弹后短期或面临技术上修整，但市场中期上升格局未改，

操作上，投资者应逢高减持部分获利盘，同时关注大盘蓝筹股的超跌反弹机会以及

当前热点短线机会。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4 

 

 

 

 

 

市场环境 

沪指：+0.52%      创业：-0.39%       上涨：1560          下跌：1680 

换手涨停：17      涨幅大于 7%：38     涨停开板率：44% 

换手跌停：21      跌幅大于 7%：84     市场风险度：46.5% 

市场连板：03      市场风险：大 市    场持续性：差 

 

家用电器 大消费：5 

002892科力尔 ：09:30 次新股+电气设备 国际家用电器配件出口商有开 

002290中科新材：10:23 家电复合材料 有开 

000921海信科龙：14:10 青岛国资委控股 家电 有开 

600983惠而浦 ：14:10 公司主营洗衣机、冰箱等家电生产销售 超跌 

002889东方嘉盛： 跨境供应链服务 有开 

 

青岛 上合峰会：3 

603577汇金通 ：09:30 青岛企业 预中标国家电网项目 远端次新 2B 

000921海信科龙：14:11 青岛国资委控股 家电 世界杯赞助商 

600579天华院 ：14:38 青岛 国企改革 设备生产 有开 2B 

 

海南 江东新区：2 

行业新闻：海南决定设立海口江东新区，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

先行区域 

000571新大洲 A：09:25 总部位于海口市 

002693双城药业：09:30 海口市 注射用比伐芦定 ANDA获 FDA暂定批复 

 

高送转 填权：3 

300647超频三 ：09:32 10 转 8 6.1日除权 主营 LED 

300455康拓红外：10:23 10送 3 航天五院智能装备资产注入 

300501海顺新材：13:13 10转 5派 5 5.28 日除权 包装材料 

300538同益股份：10转 5 6.1日除权 与小米有合作 

300706 阿石创 ：10 转 8 6.4日除权 芯片材料 有开 

 

广东+电子元器件：2 

603386广东骏亚：13:58 公司主营印制电路板研发+汽车电子 次新股 

000062深圳华强：14:46 电子元器件分销 

 

超跌：3 

002453天马精化：09:33 超跌 更名华软科技 转型预期 

300109新开源 ：10:47 超跌 医药+化工 回购股份延期 

002799环球印务：10:25 超跌 并购霍尔果斯网络科技公司 

 

涨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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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复牌：1 

600309万华化学：09:25 拟 522亿元吸收合并控股股东万华化工 复牌 

 

个股：5 

300710万隆光电：09:47 次新股 广电网络通讯设备研发生产 

600960渤海活塞：10:32 更名渤海汽车 北汽唯一零部件上市平台 有开 

300486东杰智能：11:12 受益阿里拟建智能物流骨干网 智能物流装备 2B 

002607亚夏汽车：11:27 中公教育 185亿借壳亚夏汽车超跌低价 

002917金奥博 ：14:34 次新股 民爆器材一站式服务 有开 

 

市场涨停开板分析 

300250初灵信息：超跌 大数据 

600230沧州大化： 化工 填权 

002228合兴包装：小米 包装 

002889东方嘉盛：次新股 跨境电商 

000572海马汽车：海南板块 汽车 

300611美力科技：汽车配件 

002897意华股份：次新股 5G 

600444国机通用：央企改革 

002278神开股份：超跌 

300086康芝药业：医药制造 

300072三聚环保：超跌 复牌 

603538美诺华 ：复牌 

002903宇环数控：富士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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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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