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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金融 

报告原因：定期报告 

 

行业周报（20190715-20190719）      维持评级 

科创板正式开板催化券商板块行情                      看好 

2019 年 7 月 21 日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市场回顾 

 上周（20190715-0719）沪深 300 指数、创业板指数分别收于 3807.96

（-0.02%）、1541.98（%1.57），申万一级行业非银金融指数涨幅为 0.69%，

在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10。子行业中，保险（-0.25%)、证券(1.81%)、

多元金融（-0.27%），在 227 个三级行业中分别排第 109、30、110。 

投资建议 

 证券：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发布11条新政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此举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金融服务经验，扩大金融产品的多样性，提高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也是深

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原定于 2021 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 2020 年，证券业竞争将更

为激烈。差异化、专业化成为证券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7 月

22 日，科创板将正式开市，首批 25 家科创板公司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这

是资本市场里程碑式的事件，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证券公司枕戈待旦，

为科创板开市做好了准备。这一事件或将成为券商板块交易性机会的催化

剂，建议关注。 

 多元金融：《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受益权账户管理细则》获

银保监会批准，由中国信登集中管理的信托受益权账户体系建设正式启动，

将有利于实现信托受益权的集中规范管理，有利于行业规范化发展和转型

发展、回归本源。多家信托公司公布上半年业绩，整体业绩有一定改善，

陕国投上半年盈利 3.48 亿元，同比增长 70.45%，五矿信托盈利 11.01 亿元，

同比增长 38.19%，上半年二级市场行业回暖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

资收益同比回升，同时信托业务改善，整体业务较去年有所提升。但监管

政策剑指房地产信托，从 5 月银保监会发布的 23 号文开始，针对房地产信

托业务的快速增长，政策不断进行控制，对房地产业务占比较大的信托公

司形成压力。行业转型不断推进，主动管理能力有所提高，但仍与信托本

质存在较大差距，业务转型空间仍然较大，短期受政策影响或有一定波动。 

风险提示 

 二级市场大幅下滑；资本市场改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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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回顾 

上周（20190715-0719）沪深 300 指数、创业板指数分别收于 3807.96（-0.02%）、1541.98（%1.57），申

万一级行业非银金融指数涨幅为 0.69%，在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10。子行业中，保险（-0.25%)、证券(1.81%)、

多元金融（-0.27%），在 227 个三级行业中分别排第 109、30、110。 

个股表现中，涨幅居前的为红塔证券（60.97%）、华林证券（15.80%）、东方财富（12.47%）、国海证券

（9.98%）；跌幅居前的为派生科技（-10.18%）、华鑫股份（-4.86%）、越秀金控（-4.57%）、熊猫金控（-4.05%）。 

图 1：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对比（%）  图 2：大盘指数和非银金融子板块涨跌幅对比（%）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1：非银金融行业个股涨跌幅前十名与后十名 

前十名 后十名 

简称 周涨跌幅（%） 简称 周涨跌幅（%） 

红塔证券 60.97  天茂集团 (1.59) 

华林证券 15.80  中国人寿 (1.76) 

东方财富 12.47  哈投股份 (1.87) 

国海证券 9.98  ST 宏盛 (2.02) 

太平洋 9.01  国盛金控 (2.04) 

九鼎投资 5.95  浙江东方 (2.23) 

海德股份 5.79  西水股份 (2.48) 

长江证券 5.60  熊猫金控 (4.05) 

长城证券 5.49  越秀金控 (4.57) 

山西证券 5.37  华鑫股份 (4.86)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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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策略 

 证券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发布 11 条新政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此举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金融服务

经验，扩大金融产品的多样性，提高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也

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原定于 2021 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

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 2020 年，证券业竞争将更为激烈。差异化、专业化成为证券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

由之路。7 月 22 日，科创板将正式开市，首批 25 家科创板公司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这是资本市场里程碑

式的事件，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证券公司枕戈待旦，为科创板开市做好了准备。这一事件或将成为券商

板块交易性机会的催化剂，建议关注。 

 多元金融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受益权账户管理细则》获银保监会批准，由中国信登集中管理的信

托受益权账户体系建设正式启动，将有利于实现信托受益权的集中规范管理，有利于行业规范化发展和转

型发展、回归本源。多家信托公司公布上半年业绩，整体业绩有一定改善，陕国投上半年盈利 3.48 亿元，

同比增长 70.45%，五矿信托盈利 11.01 亿元，同比增长 38.19%，上半年二级市场行业回暖带来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同比回升，同时信托业务改善，整体业务较去年有所提升。但监管政策剑指房地产信

托，从 5 月银保监会发布的 23 号文开始，针对房地产信托业务的快速增长，政策不断进行控制，对房地产

业务占比较大的信托公司形成压力。行业转型不断推进，主动管理能力有所提高，但仍与信托本质存在较

大差距，业务转型空间仍然较大，短期受政策影响或有一定波动。 

3.行业动态 

1. 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原则同意《关于着力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促进本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 

2. 25 家科创板打新的中签率和网下配售结果陆续出炉。 

3. 证监会市场监管部副主任：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对资本市场总体利好，市场反应积极正面。 

4. 银保监会向各大银行、保险公司下发《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

意见》要求。 

5. 工商银行与 10 家证券公司签署《科创板银证合作备忘录》。 

6. 央行发布《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9）》：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适时适度实施逆周期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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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要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监管的人民性，坚持“四个敬畏，一个合力”。 

8. 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 11 条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 

9.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受益权账户管理细则》获银保监会批准。 

4.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保险： 

1. 【中国平安】披露 2019 年上半年保费收入。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各子公司累计

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304.66 亿元、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2989.12 亿元、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38.14 亿元、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48 亿元。 

2. 【中国太保】披露 2019 年上半年保费收入。子公司太保寿险、太保产险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 1,384.27 亿元、685.98 亿元。 

3. 【中国人保】披露 2019 年上半年保费收入。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子公司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获得

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 2353.35 亿元、人民币 152.15 亿元及 708.32 亿元。 

证券： 

1. 【国泰君安】公司发行永续次级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复函。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对公司发

行永续次级债券无异议。 

2. 【国泰君安】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

过 25 亿元的公司债券。 

3. 【国泰君安】注册资本增加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公司可转债累计转股数量 1.94

亿股，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89.08 亿元。 

4. 【海通证券】获准设立 2 家分公司和 15 家证券营业部。 

5. 【海通证券】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尚需中国

证监会核准。 

6. 【海通证券】披露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5 元，共计派发 A 股现金红

利 12.14 亿元。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7 月 25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7 月 26 日。 

7. 【海通证券】披露 2019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收入 177.17 亿元，同比+61.91%；归母净利润 55.23

亿元，同比+82.22%。基本每股收益 0.48 元，加权平均 ROE4.56%。 

8. 【东方证券】披露 2019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 80.79 亿元，同比+88.88%； 归母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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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亿元，同比+71.95% 。基本每股收益 0.18 元，加权平均 ROE2.35%。 

9. 【华泰证券】AssetMark 本次股票公开发售价格已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确定，为每股 22 美元，共发售

1250 万股股票（其中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作为出售股东出售 625 万股股票），并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在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预期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完成上市。AssetMark 上市后，公司仍为其控

股股东。（上述均为美国纽约时间） 

10. 【申万宏源】监事会主席杨玉成先生辞任。辞任后，拟在公司所属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任董

事、总经理。 

11. 【中信建投】发行金融债券获得人民银行行政许可。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公司发行不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

金融债券。 

12. 【东兴证券】发行短期融资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核定。中国人民银行核定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券的最

高余额 91 亿元。 

13. 【国海证券】实际控制人变更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广西投资集团通过资产划转后，将直接及间

接合计持有国海证券 31.58%股权，取得公司实际控制权。 

14. 【西部证券】变更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核准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资格，对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受让公司 9.06 亿股股份（占股份总数

25.88%）无异议。 

15. 【太平洋】收到云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决定：自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之日起暂停太平

洋证券另类投资子公司业务（项目退出或投资标的股权转让除外）3 个月。 

16. 【国投资本】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实施完毕。截至 2019 年 7 月 15

日，国投资产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070.8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本次增持承诺已在计划期限内

实施完毕。 

17. 【国投资本】披露安信证券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实现营业总收入 37.11 亿元，净利润 12.97 亿元。 

18. 【东北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因私募子公司东兴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在证券公司组织架构规范整改工作中整改逾期比例较高，监管局决定责令公司在决定书作出之日

起 3 个月内改正。 

19. 【哈投股份】披露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计划。中国华融（减持前持股比例为 11.24%）

自 7月 16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计划减持不超过 3162.77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5%，

且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20. 【哈投股份】披露江海证券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11.79 亿元，同比+117.60%；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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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4.46 亿元，同比扭亏，增长 5.99 亿元。 

21. 【华创阳安】筹划购买华创证券少数股东股权。公司正筹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或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

创证券.56%股权事项，收购完成后，将持有华创证券 100%股权。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方案

正在论证中，具体交易方式、交易对价等尚未确定。 

22. 【锦龙股份】披露东莞证券（参股子公司）和中山证券（控股子公司）2019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财务报

表。（1）东莞证券：营业总收入 10.04 亿元，净利润 3.10 亿元。（2）中山证券：营业收入 4.42 亿元，

净利润 0.63 亿元。 

23. 【华鑫股份】披露华鑫证券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2019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财务报表。（1）华鑫证券：

营业收入 4.03 亿元，净利润 1.02 亿元。（2）摩根士丹利华鑫：营业收入 0.20 亿元，净利润亏损 0.84

亿元。 

24. 【华鑫股份】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公司债券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核准华鑫证券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4 亿元的公司债券。 

多元金融： 

1. 【华铁科技】披露股东应大成减持计划。自 2019 年 8 月 7 日起的 6 个月内，应大成（减持前持股比例

为 5.67%）拟减持其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 687.75 万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当前公司总股本的 1.42%。 

2. 【物产中大】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61 亿股新股。 

3. 【中航资本】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以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认购“富国军工龙头 ETF”基金份额。航空

空业和贵航集团用于认购基金的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56%，当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约为

39.20%。 

4. 【新力金融】华泰资管减持所持公司股份进展。截至 7 月 18 日，华泰资管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88.50 万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15%，减持股份数量已达到计划减持数量的一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5. 【华铁科技】拟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近期与华铁租赁其他股东签署《股东协议》，由华铁租赁全体股东

根据其各自对华铁租赁的出资比例分别行使在华铁租赁股东会中的表决权，公司在华铁租赁股东会中

表决权的比例降至 20%，同时不再享有董事会中的多数席位，华铁租赁不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将

不列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6. 【香溢融通】为控股子公司香溢担保提供担保。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 

7. 【中天金融】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截至 2019 年 7 月 19 日，金世旗控股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股的 46.17%。本次办理质押登记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0.32%；已累计办理质押登记占公司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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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22%。 

8. 【安信信托】控股股东所持有的部分股份被冻结。截至 2019 年 7 月 20 日，国之杰共持有公司股份 28.68

亿股，持股比例为 52.44%，其中，被累积冻结的股份数量为 20.18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90%。 

9. 【鲁信创投】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协议转让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6%股权获山东国资委同意。2019 年

7 月 19 日，山东省国资委同意山东高新投将所持通裕重约工 5228.39 万股股份转让给山东国惠。 

10. 【渤海租赁】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延期。公司董事会拟对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期限进行延期，

延期后的实施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2019 年 7 月 19 日）起不超过 3 个月。 

5.风险提示 

二级市场大幅下滑；资本市场改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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