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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8 月 30日，保险、银行板块上涨，证券、多元金融板块下跌，仅保险板块跑赢沪深 300指数，多元金

融板块跌幅最大。当日金融板块 26 只个股上涨，5 只个股平盘，79 只下跌，上涨个股数较上一交易日增

加 6 只。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8 月 31 日召开第七次会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以

科创板改革为突破口，加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完善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扎实培育各类机构投

资者，为更多长期资金持续入市创造良好条件，预期下半年资本市场改革力度延续，券商板块政策红利明

显，若两市成交量及两融余额上升，则券商板块估值有望提升。 

重要公告：2019/8/31-2019/9/2 

2019/8/31 南京银行: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及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

公司股东资格获中

国银保监会江苏监

管局核准的公告 

苏银保监局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非公开募集不超过 1,524,809,049 股的

股份，募集资金不超过 11,619,044,954 元人民币，并核准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的股

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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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08/30 申万金融行业涨跌幅 (%) 图 1： 2019/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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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资
策
略 

行
业
研
究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金融行业日报 

 2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2019/8/31 常熟银行:关于第一

期小微企业专项金

融债券发行完毕的

公告 

经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本行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在全国银行

间债券市场发行完毕第一期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人民币 10 亿元，期限 3 年，票面利

率为 3.55%。 

2019/8/31 长沙银行:关于触发

稳定股价措施启动

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行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9.06 元，2019 年 7 月 4 日，本行实施

完成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除息后为 8.78 元。自 2019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30 日，本行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跌破 8.78 元，达到触发稳

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 

 

本行将在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之日（2019 年 8 月 30 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

（2019 年 9 月 16 日前）召开董事会，制定并公告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 

2019/8/31 民生银行: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收入和利润持续增长。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23 亿元，

同比增加 20.05 亿元，增幅 6.77%；实现营业收入 882.56 亿元，同比增加 128.39 亿元，

增幅 17.02%；净息差 2.00%，同比提高 0.23 个百分点。 

 

股东回报保持稳定。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1.04%，同比上升 0.04 个百分点；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4.86%，同比下降 0.95 个百分点；基本每股收益 0.72 元，同比增加 0.04

元；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 9.76 元，比上年末增加 0.39 元。 

 

运营效率不断提高。报告期内，本集团持续优化成本结构，不断提高成本投入产出效率。

报告期内成本收入比 20.84%，同比下降 3.15 个百分点。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556.4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7.83亿元，增幅3.31%；

不良贷款率 1.75%，比上年末下降 0.01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142.27%，比上年末提高

8.22 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 2.49%，比上年末提高 0.13 个百分点。 

2019/8/31 农业银行: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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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1 南京银行:关于股东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的公告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乙方”）、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

方”）三方同意通过《一致行动协议》的安排，在南京银行股东大会表决投票时采取一

致行动，以共同扩大三方所能够支配的南京银行股份表决权数量，在南京银行的重大决

策以及管理者选择等方面发挥甲乙丙三方优势，充分行使三方的股东权利，促进南京银

行提供全方位优质金融服务，不断拓展经营空间，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2019/8/31 中国银行: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上半年，集团实现净利润 1,214.42 亿元，同比增长 5.0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140.48 亿元，同比增长 4.55%。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 1.12%，净资产收

益率(ROE) 14.56%。 

2019/8/31 天茂集团: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2019/8/31 西水股份: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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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1 招商证券:关于配股

申请获中国证监会

受理的公告 

中国证监会依法分别对公司提交的 A 股配股的《上市公司公开配股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和 H 股配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增发股份审批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

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 A 股配股和 H 股配股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2019/8/31 海通证券: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2019/8/31 东方财富: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

和解除质押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其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476,744,1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99%,其中因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而质押的股份 292,310,500 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19.79%，占公司总股本的 4.35%。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其实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友根先生、陆丽丽女士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1,834,260,4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31%,其中因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而质

押的股份 292,310,500 股，占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5.94%，占公司总股

本的 4.35%。 

2019/8/31 申万宏源:2019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4.84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72.58%；利润总额 40.03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52.9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02 亿元，较上年同比

增长 54.99%；基本每股收益 0.14 元/股，较上年同比增长 55.5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34%，较上年同比增长 1.20 个百分点。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3,790.47 亿元，较年初增长 9.0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805.13 亿元，较年初增长

16.01%。 

2019/8/31 太平洋:关于股东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到期购回的公告 

2016 年 11 月 29 日，嘉裕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10,58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5%）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在进行多次补充质押后，

对应的质押股份数为 16,573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43%），初始购回交易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29 日，到期后延期至 2019 年 8 月 29日。上述质押股份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到期购回及解质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嘉裕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880,306,27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91%；

进行上述解质后累计质押股份 580,810,000 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65.98%，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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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股本的 8.52%。 

重要新闻：2019/8/30-2019/9/1 

2019/8/30 将进一步提高科

创板制度的包容

性 

上交所蒋锋：将进一步提高科创板制度的包容性，创造条件，推动包括

人工智能在内的红筹企业来科创板上市；落实科创板公司并购、重组、

注册、试点，支持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做优；进一

步完善优化审核规则、标准和机制，支持更多人工智能企业来科创板上

市。 

 

上交所发行上市服务中心总经理魏刚表示，我们下一步把科创板红筹企

业上市政策落地执行下去，进一步打开包容性；现在审核节奏慢下来了，

前期主要是因为补充半年报。 

金融街下午

茶 2019年 08

月 30 日 

2019/8/30 银保监会通报对

部分地方中小银

行机构现场检查

情况 

银保监会通报对部分地方中小银行机构现场检查情况，检查发现主要问

题有：未能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违规为“四证”不齐房地产项

目提供融资，向资本金不足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公司治理不健全、

股东股权管理不规范；全面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要求落实不到位；违规

办理信贷业务和处置不良资产；违规开展表外业务；同业业务治理不到

位、经营不规范；违规开展理财业务。 

金融街下午

茶 2019年 08

月 30 日 

2019/8/30 人身保险业需要

增提责任准备金

1200 亿元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完善人身保险业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形成机制及调

整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经测算，人身保险业需要增

提责任准备金 1200 亿元，占责任准备金余额中的 1%，有利于全行业更好

地履行未来保险赔付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 

金融街下午

茶 2019年 08

月 30 日 

2019/8/30 现在采取大规模

的刺激措施还为

时尚早 

欧洲央行执委劳腾施莱格：现在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还为时尚早；仍

然相信资产购买计划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在存在通缩风险时才会使用；

在考虑像资产购买计划这样的非标准措施之前，应当先考虑降息。 

金融街下午

茶 2019年 08

月 30 日 

2019/8/30 外盘 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涨 0.16%报 26403.28 点，

标普 500 指数涨 0.06%报 2926.46 点，纳指跌 0.13%报 7962.88 点。本周，

道指涨 3.02%，纳指涨 2.72%，标普 500 指数涨 2.79%。8 月，道指跌 1.72%，

纳指跌 2.6%，标普 500 指数跌 1.81%，三大股指均录得 5 月以来最差月

度表现。 

 

欧洲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德国 DAX 指数涨 0.85%报 11939.28 点，周涨

2.82%，月跌 2.05%；法国 CAC40 指数涨 0.56%报 5480.48 点，周涨 2.88%，

月跌 0.7%；英国富时 100 指数涨 0.32%报 7207.18点，周涨 1.58%，月跌

5%。欧洲斯托克 600 指数 8 月累跌 1.7%，创 5 月份以来最大单月跌幅。 

 

亚太股市收盘普遍上涨，本周涨跌互现。韩国综合指数涨 1.78%，周涨

1%；日经 225 指数涨 1.19%，周跌 0.03%；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涨 1.49%，

周涨 1.24%；新西兰 NZX50 指数涨 1.67%，周涨 1.27%。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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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0 期货 NYMEX 原油期货收跌 2.73%，报 55.16 美元/桶，终结三日连涨走势，本

周涨 1.83%，8 月跌 5.84%，连跌两月。布伦特原油期货收跌 2.15%，报

59.19 美元/桶，本周涨 0.66%，8 月跌 9.01%，创 5月以来最大月跌幅。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 0.5%报 1529.2 美元/盎司，本周跌 0.55%，为八周来

首次下跌，月涨 6.36%，连涨四个月；COMEX 白银期货收涨 0.86%报 18.48

美元/盎司，本周涨 5.28%，月涨 12.65%。美元指数突破 99 关口创逾二

年新高，施压金价。 

 

伦敦基本金属收盘涨跌不一，LME 期铜跌 1.3%报 5652 美元/吨，LME 期锌

跌 2.16%报 2220 美元/吨，LME 期镍涨 8.84%报 17905 美元/吨，创 2014

年 9 月以来新高；LME 期铝涨 0.23%报 1757 美元/吨，LME 期锡涨 2.91%

报 16255 美元/吨，LME 期铅跌 1.53%报 2028.5 美元/吨。此前市场消息

称，印尼将自 12 月末开始禁止镍矿石出口。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1 日 

2019/8/30 《期货公司董事、

监事、高管人员任

职管理办法》公开

征求意见 

证监会就修订后的《期货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任职管理办法》公

开征求意见，调整相关人员任职条件，允许高管人员在期货公司全资或

者控股的多家子公司兼职，取消境外人士担任期货公司经理层人员数量

不超过 30%的限制。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1 日 

2019/8/30 波罗的海干散货

指数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周五报 2378 点，较前一交易日大涨 4.44%，连升七

日并创 2010 年 11 月以来新高。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1 日 

2019/8/30 美债 美债收益率多数下跌，2 年和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倒挂。3 月期美债

收益率跌 0.1 个基点报 1.986%，2 年期美债收益率跌 2.4 个基点报

1.512%，3 年期美债收益率跌 1.6 个基点报 1.435%，5 年期美债收益率跌

0.7 个基点报 1.393%，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0.3 个基点报 1.503%，8 月

份暴跌逾 50 个基点，创 2011 年 8 月份以来最大单月降幅；30 年期美债

收益率跌 0.1 个基点报 1.965%。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1 日 

2019/8/30 将非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主体范围由创

新创业公司扩展

至非上市公司 

上交所、全国股转公司、中国结算联合发文，将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主体范围由创新创业公司扩展至非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采取

非公开方式发行，可转换债券发行之前及转股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

数不得超过 200 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不得超过 50 人。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1 日 

2019/8/30 外汇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 16:30 收盘报 7.1452，较上一交易日涨 62 个基点。人

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 21 个基点，报 7.0879，创 2008 年 3 月 14 日以来

新低。 

 

美元指数创逾两年来新高，欧元兑美元跌破 1.1 关口。纽约尾盘，美元

指数涨 0.4%报 98.8436，本周涨 1.21%，8月涨 0.28%；欧元兑美元跌 0.59%

报 1.0991，刷新逾两年新低，本周跌 1.36%，8 月跌 0.77%，连跌两月；

英镑兑美元跌 0.14%报 1.2165，澳元兑美元涨 0.12%报 0.6736，美元兑

日元跌 0.23%报 106.275，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 182个基点报 7.1618。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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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0 深化人身保险费

率形成机制改革 

防范行业利差损

风险 

8 月 30 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完善人身保险

业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形成机制及调整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有关事项的

通知》 。 

 

《通知》表示，对 2013 年 8 月 5 日及以后签发的普通型养老年金或 10

年以上的普通型长期年金，将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上限由年复利 4.025%

和预定利率的小者调整为年复利 3.5%和预定利率的小者，其他险种的评

估利率要求维持不变。 

 

《通知》发布后，预定利率超过 3.5％的普通型养老年金或 10 年以上的

普通型长期年金须报监管部门审批。 

2019-08-30 

15:3221 世

纪财经 

2019/8/30 又一家A+H股上市

银行诞生 浙商银

行成功过会 

8 月 29 日，第十八届发审委 2019 年第 109 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显示，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 

 

浙商银行是 12 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总行设在浙江省杭州市，

是唯一一家总部位于浙江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2004 年 8 月 18 日正

式开业，2016 年 3 月 30 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截至 2019 年 7 月末，浙

商银行已设立了 253 家分支机构。 

2019-08-30 

09:56 每日

经济新闻 

2019/8/30 兴业银行银银平

台“财富云”已牵

手 13 家省级联社 

8 月 29 日，兴业银行与黑龙江省联社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及财富云业

务合作协议，据了解，截至目前兴业银行银银平台“财富云”业务已与

国内 13 家省级联社达成合作，覆盖全国超过一半的省级联社。 

2019-08-30 

10:33 金融

界 

2019/8/31 国务院金融稳定

发展委员会召开

第七次会议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8 月 31 日召开第七次会议，研究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

稳定，金融体系运行平稳健康，各类风险总体可控。要继续实施好稳健

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把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会议强调，要

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以科创板改革为突破口，加强资本市场顶层

设计，完善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扎实培育各类机构投资者，

为更多长期资金持续入市创造良好条件。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9 月 02 日 

2019/8/31 沪市公司高比例

质押风险已在一

定程度上有所缓

解 

上交所：沪市公司高比例质押风险已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上半年，

沪市主板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17.51 万亿元，同比增加 10%，约占上半

年 GDP 总额的近四成。从经营质量来看，共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总额约

1.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9 月 02 日 

2019/8/31 上半年五大险企

盈利总和已经去

年全年。 

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大 A 股上市险

企实现净利润 1775.2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 983.38亿元同比大增 80.5%。

上半年五大险企盈利总和已经去年全年。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9 月 02 日 

2019/8/31 郑商所进一步探

索多元化的对外

开放路径。 

郑商所副总经理王亚梅表示，郑商所正在积极研究境外交易者以 QFII 和

RQFII 形式参与境内商品期货和期权市场，进一步探索多元化的对外开放

路径。 

陆家嘴财经

早餐 2019 年

09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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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