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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8 月 29日，金融子版块均下跌，仅多元金融板块跑赢沪深 300 指数，证券、银行板块跌幅最大。当日

金融板块 20只个股上涨，6 只个股平盘，84 只下跌，上涨个股数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7只。 

监管意在监测同业规模，并逐步压降，原因在于部分城商行同业业务的资产负债规模和占比过高。按

2018 年年报显示，同业负债占比超过 20%的银行有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上海银行，但上市银

行同业负债+同业存单占比在 2018年末已基本调整到位，上市银行同业规模压降压力不大，推测监管指向

是对未上市的城商行。  

重要公告：2019/8/30 

2019/8/30 无锡银行: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全行实现营业收入 16.56 亿元，同比增长 4.69%；实现利润总额

7.68 亿元，同比增长 8.56%，经营效益保持平稳，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全行五级分类不

良贷款余额 9.15 亿元，不良贷款率 1.11%，比年初下降 0.13 个百分点，风险总体可控；

资本充足率 15.74%，杠杆率 6.09%，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286.11%，整体风险抵补能力

仍然较强；全行流动性比例、存贷比分别为 103.40%、64.79%，流动性水平保持稳健。 

2019/8/3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宁行转债

赎回结果的公告 

截至“宁行转债”停止转股日，“宁行转债”转股导致 

公司总股本增加 558,597,223 股，增强了公司资本实力。同时， 

因总股本增加，短期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金融行业 

谨慎推荐 （维持） 
 
金融行业日报：监管层将管控银行同业规模 

风险评级：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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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08/29 申万金融行业涨跌幅 (%) 图 1： 2019/08/29 金融行业个股涨跌幅前 5名 (%)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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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0 宁波银行: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1.92 亿元，同比增长 19.7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8.43 亿元，同比增长 20.03%；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35.51 亿元，

同比增长 24.20%，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 21.93%。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公司不良贷款率

0.78%，与年初持平，在同业中继续体现优势；拨贷比 4.09%，比年初提高 0.01 个百分

点；拨备覆盖率 522.45%，比年初提高 0.62 个百分点。 

2019/8/30 宁波银行: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三

次修订稿) 

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416,400,156 股（含本数），募集资金

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一级资本。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其中：华侨银行承诺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的 20%，即不超过 83,280,031 股（含本数）。 

2019/8/30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触发稳定

股价措施启动条件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经除息后相应调整为 8.29 元。自 2019 年 8 月 

2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29 日，本公司股票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根据《稳定股价预案》，

本公司应在触发日后 10 个交易日内制定稳定股价措施并由董事会公告。本公司将在 

2019 年 9 月 12 日前召开董事会，制定并公告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2019/8/30 工商银行:2019 半年

度报告摘要 

上半年集团实现净利润 1,686.90 亿元，同比增长 5.0%；实现拨备前利润 3,083.89 亿

元，同比增长 9.9%。营业收入 4,429.15 亿元，同比增长 14.3%。年化平均总资产回报

率（ROA）1.17%，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14.41%。6 月末不良贷款率 1.48%，

较 2018 年末下降了 0.04 个百分点。 

2019/8/30 国投资本: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2019/8/3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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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2019/8/30 广发证券: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 

以公司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份数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2.00 元

（含税）。以公司现有股本 7,621,087,664 股计算，共分配现金红利 1,524,217,532.8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19,001,208,974.68 元转入下一期间。 

2019/8/30 广发证券: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总资产 3,994.07 亿元，较 2018 年末增加 2.6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899.12 亿元，较 2018 年末增加 5.76%；报告期本集团

营业收入为 119.42 亿元，同比增加 56.72%；营业支出 59.01 亿元，同比增加 52.26%；

业务及管理费为 46.25 亿元，同比增加 24.19%；营业利润为 60.40 亿元，同比增加

61.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1.40 亿元，同比增加 44.8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8.79 亿元，同比增加 53.07%。 

2019/8/30 东方证券: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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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0 长江证券: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重要新闻：2019/8/29 

2019/8/29 部分银行被窗口

指导压降开发贷 

部分银行被窗口指导压降开发贷，目前主要治理对象是“乱拿地”、“地

王价”、开发商高负债融资、投资性购房和透支性购房等现象。（21 世

纪经济报道） 

 

据腾讯，多家银行近期收到窗口指导，自即日起收紧房地产开发贷额度。

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原则上开发贷控制在 3 月底时的水平，未来还有

进一步减少的可能。这意味着，房地产开发贷余额将从二季度末的 11.04

万亿元减少至一季度末的 10.85 万亿规模。据中证报，银行人士证实房

地产开发贷额度收紧，不能超过 3 月底的规模。另有银行称其表内额度

已非常有限，正在做表内转表外。 

21 世纪经济

报道 

2019/8/29 银行体系流动性

总量处于合理充

裕水平 

央行公告称，临近月末财政支出力度加大，与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到期、

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对冲后，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

8 月 29 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今日 600 亿元逆回购和

800 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 

金融街下午

茶 2019年 08

月 29 日 

2019/8/29 互联网财险市场

现转折级现象 非

车险保费规模首

次反超车险保费 

互联网财产保险市场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互联网非车险的保费规模超

过互联网车险保费。”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8 月 29 日发布的互联网财险市

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互联网财险业务规模平稳发展，增速有所下降，

主要是互联网车险业务有所下降，但互联网非车险业务仍保持高速增长

势头，达 60.12%，业务占比快速提升至 61.30%。该协会指出，互联网非

车险将是下一个互联网财产保险的竞争前沿，并将迎来充分的竞争。 

2019-08-30 

03:15证券日

报 

2019/8/29 光大证券董事长

回应 MPS 事件处

置 8 人遭严肃问

责 

与此同时，光大证券公告显示，2019 年上半年计提预计负债及单项重大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6.89 亿元，减少净利润 5.26 亿元。其中，有一

部分计提来自于 MPS 项目。 

 

光大证券表示，近期，因 MPS 事件相关情况的影响，形成对预计负债资

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该公司 2019年上半年新增计提预计负债 3亿元。

截至今年 6 月末，已累计计提预计负债 17 亿元。未来视进展情况，不排

除按照会计准则调整预计负债的可能。 

2019-08-29 

02:31证券时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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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9 建行：未来分红比

例预计还会保持

在 30％左右 

8 月 29 日，建行召开 2019 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建行首席财务官许一鸣

表示，建行分红比例曾经最高超过 35%，现在稳定在 30%左右，水平相对

可以。建行资本充足率高很大原因时内生资本的积累，外部资本补充的

频率不大，但考虑到监管对银行资本的要求会越来越严、越来越高，我

们与境外的同业相比，资本充足率不是最高的，所以对资本补充要提前

谋划，未来分红比例预计还会保持 30％左右，这一比例是合适的。 

2019-08-29 

17:20证券时

报网 

2019/8/29 进一步研究改进

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的长效机制 

银保监会：进一步研究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推动银行业

金融机构提高服务小微企业的主动性、自觉性，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扩

大服务覆盖面，惠及更多小微企业。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0 日 

2019/8/29 外盘 美国三大股指均涨超 1%，截至收盘，道指涨 1.25%报 26362.25 点，标普

500 指数涨 1.27%报 2924.58 点，纳指涨 1.48%报 7973.39 点。美二季度

GDP 增速符合市场预期。 

 

欧洲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德国 DAX 指数涨 1.18%报 11838.88 点，法国

CAC40指数涨 1.51%报 5449.97点，英国富时 100指数涨 0.98%报 7184.32

点。 

 

亚太股市收盘涨跌不一。韩国综合指数跌 0.40%；日经 225 指数跌 0.09%；

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涨 0.10%；新西兰 NZX50 指数跌 0.43%。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0 日 

2019/8/29 期货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 0.8%报 1536.7 美元/盎司，创近一周新低；COMEX

白银期货收跌 0.47%报 18.37 美元/盎司。美股攀升削弱了避险需求，此

外美元走强也限制了金价进一步上行。 

 

NYMEX 原油期货收涨 1.49%，报 56.61 美元/桶，连涨三日，创两周新高。

布伦特原油期货收涨 0.73%，报 60.37 美元/桶。美国原油库存大降继续

提振油价。 

 

伦敦基本金属收盘涨跌不一，LME 期铜涨 0.29%报 5706.5 美元/吨，LME

期锌跌 0.07%报 2255.5 美元/吨，LME 期镍涨 2.02%报 16410 美元/吨，

LME 期铝涨 0.46%报 1754 美元/吨，LME 期锡涨 0.19%报 15780 美元/吨，

LME 期铅跌 0.58%报 2054 美元/吨。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0 日 

2019/8/29 波罗的海干散货

指数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周四报 2277 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0.44%，连升六

日再创 2013 年 12 月以来新高。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0 日 

2019/8/29 监管意在监测同

业规模，并逐步压

降 

 一则同业传闻引发国债期货等金融市场异动。一位华东资深银行人士确

认，已收到该同业监管文件。监管人士对此表示，监管意在监测同业规

模，并逐步压降，原因在于部分城商行同业业务的资产负债规模和占比

过高。监管人士同时指出，政策性金融债监管口径近期并无变化，市场

对此理解有误，起因或为误解了政策性金融债作为同业投资子项目填报

“1104 报表”。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0 日 

2019/8/29 我国个人住房抵

押贷款资产支持

证券（RMBS）市场

培育初见成效 

 中国住房金融发展报告（2019）报告显示，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RMBS）市场培育初见成效，RMBS 市场培育初见成效，但与国

外成熟证券化市场发展状况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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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9 美债 美债收益率多数上涨，3 月期美债收益率持平报 1.987%，2 年期美债收

益率涨 2 个基点报 1.536%，3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2.7 个基点报 1.451%，

5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1.6 个基点报 1.4%，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1.3 个基

点报 1.5%，30 年期美债收益率跌 0.7 个基点报 1.966%。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0 日 

2019/8/29 外汇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 16:30 收盘报 7.1514，较上一交易日涨 121 个基点。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 23 个基点，报 7.0858。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美国财政部目前无意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但情况未来可能发生变化。考虑到美元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如需对其

进行干预，最佳方式是配合行动。 

 

纽约尾盘，美元指数涨 0.22%报 98.4574，美国二季度实际 GDP 修正值符

合预期。欧元兑美元跌 0.2%报 1.1057，创逾两年新低；英镑兑美元跌

0.25%报 1.2182；美元兑日元涨 0.38%报 106.515，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涨

264 个基点报 7.1436。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0 日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持续下滑，行业竞争加剧，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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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可转债、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科创板股票、新三板股票、权证、退市整理期股票、港股通股票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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