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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要闻：（1）美国7月就业数据公布；（2）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化工行业：（1）甲醇期货创5年新高，突破17年年末的3200元/吨。（2）利尔化学（002258.SZ）发布中报。



TMT行业：2018年南湖HIT论坛将于10月26-28日在浙江嘉兴举行。



先进制造：杰瑞股份（002353.SZ）于8月3日晚间发布2018年中报。



轻工制造：兰州地区生活用纸迎来涨价。



农林牧渔：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点评。



新股上市：长城军工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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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会纪要

宏观要闻及市场策略
宏观要闻


美国 7 月就业数据公布
美国 7 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15.7 万人，不及预期，而前值有所上修，5 月和 6

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合计上修 5.9 万人。具体来看，新增就业下降的主要领域是服务
生产部门，包括教育和保健服务业、运输仓储业、金融业等，商品生产部门则整体保
持稳定。失业率方面，7 月失业率降至 3.9%，时隔 1 个月再次重返 4%下方。时薪增
速方面，7 月平均每小时工资环比增长 0.26%，同比增 2.7%，前值 2.7%，处于相对
高位。整体而言，虽然新增就业人数不及预期，也低于过去一年的平均水平，但是前
值明显上调，
小非农数据回升至 20 万以上，失业率和时薪增速也并未显示走弱迹象，
我们认为美国就业市场依旧强劲，未来通胀有所支撑。结合上周美联储 8 月议息会议
对于经济前景相对乐观的表述，九月份加息为较高概率事件。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会议认为，当前金融形势总体向好，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市场预期明显变化，

金融机构合规意识增强，野蛮扩张、非法集资等金融乱象初步遏制，金融风险由发散
状态向收敛状态转变。但同时需要看到，我国经济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长期积
累的金融风险进入易发多发期，外部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需要积极稳妥和更加精准
地加以应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流动性总量保持合理充裕的条件下，面对实体经
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必须更加重视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服务实体经济
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做好当前金融工作，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处理
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二是处理好宏观总量与微观信贷的关系。三是发挥好财政
政策的积极作用。四是深化金融改革。五是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六是持续开展打击非
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专项行动。

分析师：李朗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8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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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策略
大盘回顾
市场

表现及原因

A股

两市弱势震荡，基建板块回调，煤炭、生猪和金融板块活跃

港股

恒生指数小幅收跌，医药股走弱，内地航空股受汇率影响下
挫
大势研判

时间

方向

理由

短期

震荡整理

国内政策稳定经济发展，但对贸易战的担忧降低
投资者风险偏好
行业配置与主题推荐

短期行业超配

电子、计算机、大金融、农林牧渔等

主题推荐

国企改革、基建、超跌反弹、中报预增、涨价周期等

化工新材料
行业


甲醇期货创 5 年新高，突破 17 年年末的 3200 元/吨。
甲醇供需格局来看，因国外伊朗等装置延迟投产，导致进口量不达预期，叠加人

民币贬值因素，进口货价格提升，加之中高油价背景持续及下游 PP 等产品价格同步
上涨支撑下，国内煤化工路线对石油路线产品的替代趋势未改。甲醇基本面看在国外
产能未投放并叠加秋冬季对焦化等企业环保限产预期下供应仍偏紧，因短期上涨较多，
压缩了 MTO 利润，部分透支了中长期的价格空间，注意回调风险。建议关注运营与
环保兼具的优质甲醇生产企业。
分析师：马群星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6080001


利尔化学（002258.SZ）发布中报，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 18.22 亿元，
同比增 49.45%；实现归母净利润 2.61 亿元，同比增 74.51%。
上半年业绩略超预期，主要原因系人民币贬值公司汇兑收益影响，同时公司预测

2018 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 3.2~3.89 亿元，同比增 40%~70%。目前公司主营产
品草铵膦价格受淡季影响有所下滑，但考虑到后期百草枯禁用情况下，草铵膦与草甘
膦复配将大幅提升草铵膦的使用需求，此外，目前国内环保督查常态化下，草铵膦供
给也将持续紧张，因此预计未来草铵膦价格仍将高位运行，因此持续看好草铵膦产品
对公司业绩贡献。而随着公司广安基地新增产能未来两年年逐步投产，包括 1 万吨草
铵膦、1000 丙炔氟草胺以及 1000 吨氟环唑，公司盈利将持续增加，维持推荐。
分析师：吴程浩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807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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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T
行业


2018 年南湖 HIT 论坛将于 10 月 26-28 日在浙江嘉兴举行
2018 年南湖 HIT 论坛创办于 2012 年，今年是第七届。本届论坛秉承“前瞻、

务实、引领”的理念，同时设立三个学术专题：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专题、医疗大数据
与知识库建设与 CDSS 专题、医疗质量的 IT 管控专题。国内的医疗信息化正从以往
的医疗收费等流程信息化逐步向提高医疗质量方向发展，与之相对应的医疗信息系统
也从传统的 HIS 系统向以电子病例为核心的 CIS 系统过渡，进而结合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为医疗临床决策和个人健康管理提供支持。我们认为政策是医疗信息化
行业最直接的推动力，近两年相关政策频发，其密集程度可比肩 09 年医改，医疗信
息化厂商将充分受益，建议关注深耕传统医疗信息化领域同时积极探索新业务和新模
式的标的，如创业软件（300451.SZ）
、东华软件（002065.SZ）、卫宁健康（300253.SZ）
等。
分析师：吴金雅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702000

先进制造
公司


杰瑞股份（002353.SZ）于 8 月 3 日晚间发布 2018 年中报。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7.22 亿元，同比增长 32.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85 亿元，
同比增长 510.09%；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9 元，同比增长 533.33%。
受益于油价中枢上移以及二季度人民币贬值，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公司业绩超

出市场预期。业绩超预期主要来自于（1）毛利率修复；（2）财务费用下降；（3）
资产减值损失下降。毛利率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毛利率 27.12%，较上年
同期提升 4.21 个百分点，其中，油田技术服务、油田工程服务毛利率修复显著。
期间费用方面，销售、管理、财务费用同比增速分别为 28.70%、-2.11%、-34.86%。
得益于精细化管理，管理费用同比小幅下降。公司营业收入构成中，约 49.73%来
自海外市场。第二季度，公司财务费用-3,134.13 万元，同比下降 6,069.82 万元，
环比下降 7,777.18 万元，主要来自汇兑净损益的大幅下降，为上半年业绩超预期
的主要驱动力。另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变更了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
预计影响资产减值损失-6,653.7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5,482.09 万元。
分析师：夏纾雨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70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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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制造
行业


根据生活用纸杂志报道：在兰州市多家综合超市中，尽管生活用纸的部分品牌
有优惠促销活动，价格平均有 2-4 元的上调。
在环保高压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大背景下，纸价难以短时间下调，我国生活用

纸依然有较强逻辑支撑，一是 2016 年人均生活用纸量 5.7Kg/每人，和北美 24.9kg
以及日本的 15.6kg 依然有较大差距，且人均生活用纸增长和人均 GDP 增长高度线
性相关，预计近几年我国 GDP 增速维持在 6.5%左右的水平，二是在环保高压下，
2017 年生活用纸小厂产能淘汰 120 万吨左右，未来将是渠道为王、品牌为王的大厂
时代。建议关注生活用纸 A 股稀缺标的中顺洁柔（002511.SZ）
。
分析师：钱建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5090002

农林牧渔
行业


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点评
农业农村部发布非洲猪瘟Ⅱ级疫情预警，在沈阳市发生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

目前疫情已获得控制。非洲猪瘟为急性、高致死率的动物疫病，非人畜共患病，不会
传染给人。其传播途径主要为直接接触，猪的排泄物、肉制品和吸血昆虫都可能成为
传播媒介，在低温条件下可存活较长时间，病毒抵抗力很强，这是本次疫病受到高度
重视的原因。现在没有针对性的疫苗，发生疫情后主要的控制手段为进行扑杀，其严
重程度需后续观察。我们认为本次事件对养殖的冲击在于：1）为防止疫病的扩散，
辽宁乃至东北三省的外调已经处在停止状态中，预计东北三省的猪价会有所承压，其
他区域的猪价则因供应阶段性减少而有所提振，但我们估计该影响偏短期；2）中长
期来看，东北三省的是集团养殖产能的重要边际增量，在未来有可能放缓集团在该区
域出栏的速度，从而对中长期的猪价走势形成利好。3）假如非洲猪瘟得不到有效控
制，在该病大范围流行的极端条件下，会对猪价产生非常强的刺激，现阶段看这种可
能性并不高。我们建议关注生猪养殖龙头和动物疫苗龙头，下半年的生猪供应较上半
年有所减少，猪价的运行中枢有望迎来边际改善，在非洲猪瘟事件的冲击下，不排除
会有超预期的表现，但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分析师：钱建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5090002

新股上市
长城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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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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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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5-8255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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