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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要闻及市场策略： 4月宏观经济数据点评；刘鹤：实
现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与严格监管政策有效组合



生物医药行业：近日海南省公布九价HPV疫苗谈判价格。



TMT行业：2018年亚太数据中心峰会召开



建材行业：4月份全国水泥产量2.11亿吨，同比增长3.2%



环保行业：生态环境部召开水环境质量达标滞后地区召开
工作调度会



新股提示：汉嘉设计 300746
科沃斯 732486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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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要闻及市场策略
宏观要闻


4 月宏观经济数据点评

4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8 年 4 月宏观经济数据：4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实际增长 7.0%；1-4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54,358 亿元，同比增长
7.0%；4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542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9.4%。

4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7%，较上月回升 1.0pct，累计同比达到 6.9%，符
合我们此前对于企业开工恢复的预期。在工业整体表现向好的背景下，结构性的差异
更为显著：分企业类型看，国企和股份制企业单月增速分别为 7.7%和 7.1%，超过平
均水平；细分行业中，医药制造、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设备和电力热力供应的增速
连续多期维持在 10%。相较于去年供给侧改革带来周期性行业的涨价潮，今年工业企
业出现了高技术产业的新兴业态发展势头。

4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4%，较上月回落 0.7pct。一方面 CPI 生活
必需品价格有所走低，另一方面是季节性因素，考虑季调后的环比仍有 0.66%增长。
从限额以上企业的零售商品中，化妆品、日用品等仍保持 10%以上增长，而以家用电
器为代表的地产后周期产品增速出现 1.3pct 的下行，前期房地产销售走弱的影响正
在逐步显现。

1-4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为 7.0%，再创近年来的新低。从三大主要项目来看，
一直是投资主力的基建和房地产增速分别较上月回落 0.6 和 0.1pct，即便制造业投
资增速出现 1.0pct 的回升达到同比 4.8%，也难以改变整体投资增速的态势。基建投
资增速的下行我们可以从周一公布的财政支出数据中探得一二：地方财政支出累计增
速为 11%，较上月回落 0.8pct。而房地产开发投资虽然增速降幅有限，但 4 月商品房
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速仅为 1.3%，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 2.09%，投资开发端的资金
来源中国内贷款出现负增长，这些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后期房地产上下游链条的下行压
力。
分析师：虞梦艳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8030001



刘鹤：实现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与严格监管政策有效组合

全国政协 15 日召开“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专题协商会。国务院副总
理刘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下，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和金融风险处置取得积极成效，金融开放步伐明显加快。
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与严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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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政策有效组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决治理金融乱象，补齐制度短板，完善
金融基础设施，改革和优化金融体系，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建立风险防范化解责
任制，坚决惩治腐败。
分析师：张晓春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3090003

A 股策略

大盘回顾
市场

表现及原因

A股

震荡走高，消费股、次新股领涨

港股

恒指收跌 1.23%，腾讯领跌

美股及其他
大势研判
时间

方向

理由

短期

震荡向上

M2 增速企稳、加入 MSCI 临近提振投资者情绪，
行业配置与主题推荐

短期行业超配

金融、医药、TMT、食品饮料等

主题推荐

次新股、创新药等

生物医药行业
行业


近日海南省公布九价 HPV 疫苗谈判价格。
近日，海南省公布九价 HPV 疫苗的谈判价格，为 1298 元/支。默沙东九价 HPV

疫苗在国内获得有条件批准上市；目前，默沙东的九价以及四价 HPV 疫苗国内均由
智飞生物独家代理，九价 HPV 疫苗覆盖 16-26 岁女性，四价 HPV 疫苗覆盖 20-45
岁女性，产品覆盖人群有所区分。相比四价 HPV 疫苗约 800 元/支的价格，九价 HPV
疫苗定价更高，提供的免疫病毒亚型更多。国内接种 HPV 疫苗的需求旺盛，建议关
注相关疫苗企业进展。

分析师：汪太森职业证书编号：S0590517110002

TMT 行业
行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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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亚太数据中心峰会召开
2018 年亚太数据中心峰会于 5 月 15 日在深圳召开，深圳市经贸信息委副处长

汪炳炎、中国信通院的领导以及相关企业家代表参加了会议，就国内 IDC 政策、亚
太 IDC 市场规模、IDC 节能增效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根据咨询机构 IDC 公布的数据，从总量收入上来看，2017 年全球 IDC 市场收入
规模达到 535 亿美元，保持稳定增速；从结构上来看，美国、英国、日本的机房规
模占据了全球 IDC 市场规模的 50%。2017 年亚太数据中心市场增速接近 15%，领
先于其他地区，其中中国 IDC 市场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虽然总体规模不到美国的 1/5，
但增长空间较大。我们认为 IDC 行业是整个云计算产业链中率先能够实现规模化盈
利的环节，作为云计算的基础设施，后续 IDC 行业有望受益于云计算浪潮的不断推
动实现可持续性盈利，建议关注相关 IDC 标的，如 IDC 厂商宝信软件（600845.SH）
以及国内 X86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000977.SZ）。

分析师：吴金雅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7020001

建材行业
行业


4 月份全国水泥产量 2.11 亿吨，同比增长 3.2%。
水泥销量增速由负转正，下游需求仍有较强支撑，验证需求推迟并未缺席逻辑。

近期，主流企业库存低位出货紧俏，上周再度推动华东和西南水泥价格上调，我们继
续建议关注华东和中南地区水泥相关龙头标的。

分析师：孙会东；执业编号：S0590517080002

环保行业
行业


5 月 15 日，
生态环境部召开水环境质量达标滞后地区召开工作调度会，通报 2018
年第一季度全国水环境形势。
会议指出，第一季度全国部分地区水环境质量不升反降，水污染防治工作短板突

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十分艰巨。水环境质量改善不但是考核指标更是政治任务，下
一步，生态环境部将形成滚动调度管理的工作机制，上半年每季度、下半年每月召开
水环境质量达标滞后地区调度会。水环境治理仍将是今明两年的环保主基调之一，对
于碧水源，北控水务，国祯环保等在水环境治理领域深度耕耘的公司仍将有表现机会，
可持续关注。

分析师：马宝德；执业编号：S05905130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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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申购
汉嘉设计 300746 申购价格 5.62 元申购上限 2.1 万
科沃斯 732486 申购价格 20.02 元申购上限 1.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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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我们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本报告所表述的所有
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对标的证券和发行人的个人看法。我们所得报酬的任何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投
资建议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投资评级说明

股票
投资评级

行业
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大盘 20%以上

推荐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大盘 10%以上

谨慎推荐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大盘 5%以上

观望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大盘变动幅度为－10%～10%

卖出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大盘下跌 10%以上

优异

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强于大盘

中性

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与大盘持平

落后

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弱于大盘

一般声明
除非另有规定，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版权均属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获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及其附属机
构（以下统称“国联证券”）。未经国联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发送或者复制本报告及其所包含的材料、内容。
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均为国联证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本报告是机密的，仅供我们的客户使用，国联证券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国联证券的客户。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
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国联证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客户参考，不构
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邀请或要约。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
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
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家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国联证券
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过往的表现亦不
应作为日后表现的预示和担保。在不同时期，国联证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
国联证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
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国联证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国联证券的资产管
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国联证券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
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国联证券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观性的
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唯一参考依据。
无锡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 8 号国联金融大厦 9 层
电话：0510-82833337
传真：0510-82833217
上海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1088 号葛洲坝大厦 22F
电话：021-38991500
传真：021-3857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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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机构销售联系方式
地区

姓名

固定电话

北京

管峰

010-68790949-8007

上海

刘莉

021-38991500-831

深圳

张杰甫

0755-8255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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