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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融券国联资讯
市场回顾
4 月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发布；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大盘回顾
市场

表现及原因

A股

三大股指震荡上行，多数行业收涨，有色、钢铁、建材领涨

港股

恒生指数微涨，医药股表现较佳
大势研判

时间

方向

理由

短期

企稳回升

经历前期调整后，风险有所释放，二季度数据走
弱符合预期，稳经济政策有望继续发力
行业配置与主题推荐

短期行业超配

大金融、TMT、农林牧渔、国防军工

主题推荐

券商、自主可控、国企改革等

（由于仅为研究观点的简要表述，客户仍需以国联研究所发布的完整报告为准。）

两融数据
截止 05 月 17 日，两融余额 9,317.39 亿，较上一交易日下降 0.66%，占 A 股流通市值
2.18%，两融交易额 429.75 亿，较上一交易日下降 0.70%，占 A 股成交额 7.49%，融资余额
9,244.80 亿，较上一交易日下降 0.59%，净买入额-54.66 亿，融券余额 72.59 亿，净卖出
额-4.98 亿。
从两融标的股票分行业两融余额比较比例来看，材料Ⅱ、资本货物、技术硬件与设备
等行业居前，家庭与个人用品、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消费者服务Ⅱ等行业靠后。
融资余额涨幅 TOP10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融资余额 变化比例(%)
1

600366.SH 宁波韵升

49,068.14

30.23

2

600354.SH 敦煌种业

29,481.41

13.47

3

601038.SH 一拖股份

16,400.73

9.40

4

002311.SZ 海大集团

8,839.28

9.32

5

300122.SZ 智飞生物

172,113.06

8.81

6

600460.SH 士兰微

147,338.91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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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00598.SH 北大荒

64,293.84

7.04

8

600020.SH 中原高速

59,550.79

6.71

9

002191.SZ 劲嘉股份

145,916.69

5.71

10 600741.SH 华域汽车
融资余额降幅 TOP10

40,722.07

5.49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融资余额 变化比例(%)
1

600337.SH 美克家居

30,021.60

-18.54

2

600259.SH 广晟有色

58,830.21

-16.75

3

002600.SZ 领益智造

51,415.79

-12.68

4

600239.SH 云南城投

43,395.50

-11.25

5

002118.SZ 紫鑫药业

83,453.53

-9.66

6

002555.SZ 三七互娱

19,839.20

-9.46

7

300113.SZ 顺网科技

49,064.67

-8.71

8

000957.SZ 中通客车

34,043.08

-8.35

9

002158.SZ 汉钟精机

37,286.60

-7.29

10 600088.SH 中视传媒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28,756.63

-7.28

国联研究
5 月份投资组合：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投资逻辑及相关报告
保险行业龙头，业绩超越行业高速增长；4 家

601318.SH

中国平安（标的券）

独角兽公司成功孵化，科技金融布局进入收
获期。
《生态科技赋能，孕育险企巨无霸》
细分农药杀菌剂龙头，主营产品百菌清、
嘧菌酯目前都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价格高

603585.SH

苏利股份

位维持，且有持续性，环保督查加严趋势
不改，非规范性企业生产依旧限制，对公
司长期利好。《百菌清持续高景气，宁夏
项目打开成长空间》
2018 年全年收入 41.83 亿元，整体家用板
块线上平台同比增速在 40%以上，线下平台

002223.SZ

鱼跃医疗（标的券）

恢复到 10%以上的增长。医用供氧板块 201
8 年收入 13.19 亿元，同比增长 26.40%，
预计医用制氧机增速超过 20%；呼吸机增速
超过 30%，销售过亿，另外雾化器也保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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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势头。
《业绩稳健增长，看好长期发
展》
公司 2018 年实现收入、净利润及归母净利
润同比增速为 40.45%/28.67%/23.19%。诊
603387.SH

基蛋生物

断试剂收入 5.85 亿元，仪器贡献收入约 5
000 万元。公司初步实现全产业链布局，新
产品的不 断推出 则保障 发展的可 持续性。
《业绩符合预期，新品推动长期发展》
人民币贬 值，通 胀预期 抬升，叠 加政策呵
护，市场有望逐步回；公司作为行业龙头，

601688.SH

华泰证券（标的券）

享受集中 度提升 红利； 大数据战 略和互联
网战略稳 步推进 。公司 当前估值 处在相对
低位
公司 2019 年 Q1 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
54 亿元，同比增长 35.27%。Q1 公司销售毛
利率 58.14%，同比提升 6.96pct，主要得

002507.SZ

涪陵榨菜

益于 18 年青菜头成本同比的明显下降，预
计 19 年成本红利突出，公司仍将维持利润
增幅远超收入的格局。《毛利率提升显著，
乌江协同战略方向清晰》
公司演艺业务 2018 年实现收入 16.74 亿元
/+11.60％，千古情年演出 8000 场，年观
演人数突破 3500 万/+6％。互联网演艺业

300144.SZ

宋城演艺

务实现收入 12.34 亿元/-0.53％。旅游服
务业务实现收入 3.04 亿元/+7.00％。未来
九寨沟、张家界、西安、上海和澳洲等项目
将陆续开业，增长预期明确。
《三亚和丽江
增速大幅提升，六间房表现超预期》
公司业绩触底，19 年福特 2025 战略开发发

000625.SZ

长安汽车（标的券）

力，长安福特迎来新的产品周期。公司自主
新车上市 速度加 快。公 司未来三 年将上市
多达 30 余款新车。公司产品销量将迎来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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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叠加汽车行业复苏，公司估值存较大的
修复空间。
公司是光 器件行 业标杆 企业，具 备提供芯
片-模块-子系统一体化 解决方案能力。 5G
大规模建设周期即将到来，公司积极布局 5
002281.SZ

光迅科技（标的券）

G 光模块产品，高端 25G 光芯片今年有望量
产；公司定增 10 亿积极做大数通市场，提
升 100G 产品的产能，对公司未来两年业绩
增长提供保障。
公司是医 疗信息 化行业 领军企业 。医疗信
息化建设 大潮下 ，合规 要求和医 院自发性
需求有望推动公司订单持续增长。同时，公
司将智能 医疗信 息系统 及区域医 疗健康运

300451.SZ

创业慧康

维服务领 域作为 未来重 点拓展方 向，创新
业务在经 过前期 的探索 和试点后 有望逐步
进入兑现期，为公司打开中长期成长空间。
《医疗捷报频传，
“一体两翼”协力公司腾
飞》

资料来源：国联证券研究所
（由于仅为研究观点的简要表述，客户仍需以国联研究所发布的完整报告为准。）

风险提示
浔兴股份（002098.sz）存在风险事项：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事项
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ST 巴士（002188.sz）存在风险事项：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
险提示公告
*ST 东南（002263.sz）存在风险事项：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停牌进展暨
风险提示性公告
*ST 雏鹰（002477.sz）存在风险事项：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公告
*ST 利源（002501.sz）存在风险事项：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
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高斯贝尔（002848.sz）存在风险事项：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被中国证
监会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天山生物（300313.sz）存在风险事项：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
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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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百特（002323.sz）存在风险事项：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存在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提示性公告
*ST 尤夫（002427.sz）存在风险事项：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ST 雏鹰（002477.sz）存在风险事项：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
险提示公告
*ST 保千（600074.sh）存在风险事项：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暂
停上市的公告
*ST 仰帆（600421.sh）存在风险事项：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资料来源：深证信数据
【风险提示与免责声明】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平台所载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
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平台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
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