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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要闻及市场策略：6月财新PMI数据。金融时报：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家电行业：美的集团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TMT行业：中国移动宣布将于明年2月采购5G智能手机。



先进制造行业：精锻科技2018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长安汽车与华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环保新能源行业：6月固废行业落地项目数量再创新高、分布区域几乎囊括祖国各地；环卫项目持续走热，

占比过五成。



新股申购：今日无新股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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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财新 PMI 数据。
近日公布的 6 月财新制造业 PMI 为 51，较 5 月微降 0.1 个百分点，服务业 PMI

则大涨 1 个百分点至 53.9，为四个月以来最高。受此带动，6 月财新中国综合产出指
数提高 0.7 个百分点至 53.0。
6 月中国制造业产出、新订单总量增速温和增长。但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
位于收缩区间，6 月创下年内新低，反映出口形势较为严峻。通胀压力有所抬头，6
月原材料购进平均价格创五个月内最高涨幅，受访厂商表示成本上升主要与钢铁等原
料涨价有关，厂商因此继续上调出厂价格，加价幅度创去年 9 月以来最高。厂商继续
收缩用工规模，6 月用工收缩率创下 11 个月以来最高。采购量增速降至三个月最低
点；同时由于投入品供应商存货量较低，叠加严厉的环保法规影响，导致 6 月供应商
交货速度进一步趋缓。厂商对库存水平较为谨慎，6 月采购库存与成品库存均下降。
随着需求走弱，制造业已经进入去库存阶段；供应商供货时间指数持续处于收缩区间，
则反映出企业供货拖延，资金周转情况不佳。厂商普遍预计未来一年产出会有所增长，
但乐观度降至六个月以来最低。整体而言，6 月财新制造业 PMI 处于景气区间，但价
格上涨压力加大，出口恶化、就业趋弱、企业去库存、资金周转不畅，都对制造业景
气度构成压力。
服务业方面增速势头较制造业更强，新增业务量继续上升，6 月服务业用工增速
创下去年 8 月以来新高，同时积压业务量小幅下降，但投入成本加速上升，导致服务
业收费价格涨幅创下三个月新高。前景景气度也有所下降，主要压力有：物价上行压
力边际加重，就业指数掉下荣枯线，企业信心不及此前，融资和监管环境收紧。



央行旗下金融时报：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第一点，今年以来，央行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投放中长期

流动性约 2.8 万亿元，远超去年全年 1.76 万亿元的总和。中长期资金供应加量改善
了市场主体的流动性预期，长端利率大幅下行，有助于降低优质企业的发债融资成本。
同时，金融时报认为，市场上“资金紧”指的是银行存款流失或存款增长乏力，并非
缺乏流动性。
第二点，在于今年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把握总量调节与结构性支持的平衡。包括年
初定向降准；6 月扩大 MLF 担保品范围，加大对小微企业、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支持
力度，促进信用债市场健康发展；7 月下调相关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
点，支持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并重点强调，央行采取了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货
币政策在边际上有所调整，使得货币政策仍然维持了和实体经济相匹配的状态，既没
有放水，也没有紧缩，稳健货币政策仍处于中性轨道。而且，上述结构性货币政策操
作在指向性滴灌的同时，着力避免水源再度流向国企等高杠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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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债券违约，金融时报认为：一、债市市场出现适度违约、打破刚兑是市场走
向成熟的必经阶段，市场主体能够合理发现价格，有利于债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二、
到 5 月末中国债券市场违约率 0.39%，明显低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国际债券
市场的违约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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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指收跌，再创新低，国产软件、半导体、家电股下挫，黄
金股再获青睐，避险情绪升温

港股

恒指收跌逾 1 个百分点，医药、内房股领跌
大势研判

时间

方向

理由

短期

震荡整理

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加，两融余额继续走低，投
资者风险偏好较低
行业配置与主题推荐

短期行业超配

电子、计算机、化工、非银等

主题推荐

超跌反弹等

家电行业
公司


美的集团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公司拟回购金额不超过 40 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 50 元/股，若按在回购股份价

格不超过 50 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上限为 8,000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1.2%。我们认为公司今年或将保持 15%以上的增
长，此次公司拟进行回购也是公司基于对自身未来发展的认同进行的决策。我们认为，
若此次回购通过，将对于短期股价有提振效果，长期仍须关注公司在智慧工厂、机器
人以及智能家居产品上的拓展进度。
分析师：钱建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5040001

TMT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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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中国移动宣布将于明年 2 月采购 5G 智能手机。
中国移动发布《5G 终端产品指引》。中国移动在《终端指引》中明确提出，要在

今年 9 月采购测试终端、连接型 CPE，并需要厂商在 11 月交付；明年 2 月将采购智
能手机，连接/融合型 CPE、VR/AR 产品，并要求厂商在明年 4 月交付；在明年 7 月采
购智能手机、VR/AR、5G 模组，并需要厂商在明年 9 月交付，中国移动届时还将视情
况采购无人机、5G PC/平板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移动为业界制定了详细的
5G 终端产品指引，涉及 5G 关键技术研发、测试、验证等。
三大运营商目前都在进行 5G 网络的规模试验，并计划 2019 年预商用，而大范围
的商用仍需要下游市场需求的推动。从应用端看，智能机厂商具备较强动力提早推出
5G 手机，由此带动智能机天线阵列、非金属机壳等零部件的升级变革，建议关注三
环集团（300408.SZ）
、立讯精密（002475.SZ）
。
分析师：曹亮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7080001

先进制造行业
公司


精锻科技 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盈利 15,000 万元-16,000 万元，同比增长
21.55%-29.66%。
公司业绩符合预期，上半年公司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营收均保持较快增长，同比

增速 20%左右。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同比下降，财务费用略有增加，主要是汇兑损益
和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公司是国内精锻齿轮领域的龙头公司，主营汽车差速器锥齿轮和变速器结合齿。
公司深度配套大众，DCT 国产化为公司带来大量订单，其中公司对大众大连工厂 DQ200
双离合自动变速器结合齿项目的供货份额由原先年需求 90 万台套的 40%提升到年需
求 140 万台套的 80%，预计带来 1.5 亿元的收入增量；此外大众天津工厂规划 180 万
产能，包括 DQ380、DQ381、DQ500 和 DL382 等变速箱项目，公司新建天津工厂为大众
配套结合齿，并于 6 月对新工厂增资，未来增长空间可观。维持公司“推荐”评级。



长安汽车与华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7 月 4 日，长安汽车与华为在深圳华为总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内容，

双方将在各自技术和产品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联合创新中心，促进汽车智能化发展，为
中国汽车消费者创造 5G 时代人、车、生活一体化的移动出行新空间。在华为先进的
信息通信技术及新能源先进控制技术基础上，围绕长安汽车提供的先进技术应用场景
及载体展开深入研究，协同打造一个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共享化的创新研发平
台，力助长安及华为品牌发展，共同推动中国汽车品牌向上突破。
本次同华为的合作，将为公司智能汽车的发展带来诸多推动。首先，5G 是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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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时代的必备条件，华为在 5G 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次，在消费电子方面，
华为手机等一系列产品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为长安汽车产品更多面向消费
者提供经验。因此本次战略合作如能扎实落地，定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目前长安
汽车正在开启第三次创业的历程，从近期一系列的动作来看，公司的第三次创业正在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面向智能化+新能源汽车的转型，公司已经布局多时，特别
在智能汽车方面，公司的研发和产品经验都处于自主的领先水平，下半年公司将发布
智能汽车的“北斗天枢”计划，进一步明确未来智能汽车的发展路径，值得期待。当
前公司股价下跌已经充分反映了福特汽车的下滑冲击，边际改善已经明显发生，建议
中长期关注。
分析师：马松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5090002

环保新能源行业
行业


6 月固废行业落地项目数量再创新高、分布区域几乎囊括祖国各地；环卫项目持
续走热，占比过五成。
据中国固废网不完全统计，继 5 月落地的固废项目达 162 个后（环卫占 6 成）
，6

月落地项目更高达 260 个，领域涉及环卫保洁（115 个）、环卫一体化（34 个）
，还有
垃圾分类、焚烧及危废等项目，其中焚烧热度有所回升，环卫一体化涉及金额 52 亿，
区域遍布华北，华东，华中及东北，环卫市场化进度迅猛，河南更是大力推进环卫市
场化改革，龙马环卫亦有项目斩获，同时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仍然看好环卫市场发展，
持续关注龙马环卫。
分析师：马宝德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3090001

新股申购
今日无新股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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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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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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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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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公司机构销售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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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姓名

固定电话

北京

管峰

010-68790949-8007

上海

刘莉

021-38991500-831

深圳

薛靖韬

0755-825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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