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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9 月 18日，仅保险板块上涨，金融子版块均跑输沪深 300 指数。当日金融板块 36只个股上涨，10只

个股平盘，64 只下跌，上涨个股数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31只。 

9 月 19日，美联储宣布降息 25 个基点，符合预期；此外，美联储将隔夜逆回购利率下调 30 个基点至

1.7%，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下调 30 个基点至 1.8%。重点关注明天（9 月 20 日）LPR 利率是否会下调，若下

调则有利于市场走高，券商、保险板块受益。9 月 19 日，两市成交 4872亿元，为 8月 29 日以来首次成交

低于 5000 亿元，但北向资金单边净流入 39.21亿元，推测是对“美联储议息会议”“LPR 新报价”不确定

性的观望离场，预期后续成交额将回升，不必悲观。 

重要公告：2019/9/19 

2019/9/19 民生银行:关于股东

股份解押,质押的公

告 

中国泛海、泛海股权和隆亨资本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3,027,883,568 股，占中国泛海、

泛海股权、泛海国际和隆亨资本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99.6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91%。 

2019/9/19 平安银行:关于平银

转债停止交易的公

告 

因此前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发行的“平银转债”触发《募集说

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以

100.13 元/张的价格赎回剩余“平银转债”，因此“平银转债”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起

停止交易和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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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09/18 申万金融行业涨跌幅 (%) 图 1： 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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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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19 天茂集团:2019 年半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 

以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总股本 4,940,629,1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148,218,874.95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

一年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9/9/19 西部证券:关于设立

另类投资子公司的

公告 

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10 亿元设立另类投资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成立。 

2019/9/19 第一创业:持股 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预

披露公告 

持有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第一创业”）股份 192,262,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5.489450%）的股东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的 6 个月内（含 6 个月期满当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

超过 43,595,3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1.244726%）。 

2019/9/19 东北证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

份被司法冻结的公

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吉林信托持有公司股份 276,073,5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80%；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数量为 276,063,5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79%。 

2019/9/19 方正证券:关于公司

涉及诉讼的进展公

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停止向政泉控股发放公司 2018 年度红利的议案》，公司股

东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政泉控股”）以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诉

讼，要求撤销上述董事会决议。2019 年 7 月，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

案。 

 

2019年 9月 18 日，公司收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19）

湘 0103 民初 5419 号），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政泉控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政

泉控股承担。 

 

如不服该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目

前该判决处于上诉期内，尚未发生法律效力。 

 

本次诉讼不涉及金额，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均无影响。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

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9/9/19 东方证券:关于境外

全资子公司为其全

资子公司非公开发

行美元债券提供担

保的公告 

2019 年 9 月 18 日，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东方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金控”）全资子公司 Orient ZhiHui Limited 发行 1.60 亿美元债券，东方金控作为

担保人为其提供全额本息担保。 

2019/9/19 西南证券:关于公司

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司向法院申请同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就同益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16 同益债）未能根据约定履行回售义务承担违约责任，偿付债券本金及

利息（人民币 24，862.93 万元）、违约金、逾期利息、律师费、诉讼费等。 

 

公司自有资金参与部分（本金约 2.31 亿元）按照资管计划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并承担相

应的义务。鉴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重要新闻：2019/9/18 

2019/9/18 【钱端 14 亿逾期事件 广东银保监局认定招商银行违规！】据网贷之家报道，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简称“广东银保监局”）于近日发布了《银行业消费者投诉事项回复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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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回复函”），回复函提到，招行存在违规推荐钱端产品，建议报案。 

 

目前，钱端已被立案，招行也承认曾推广“员企同心”项目，但 9000 多位投资人的钱仍去向不明。

（2019-09-18 09:31 中国信托网） 

2019/9/18 【服务大国经济，打造一流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与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身份相对应的，是巨量居民财富管理和投行服务需求，在金融开放

不断提速的背景下，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服务大国经济，成为资本市场深改的一个重

要目标。（中国证券报） 

2019/9/18 【新生“互联网寿险”可望引领保险巨头自我革命】伴随着互联网寿险公司的出现，监管方式也将面

临升级。现有寿险产品的销售有地域限制，互联网寿险产品将如何突破这一监管条件，该如何做好风

控，也是新的挑战。但既然大保险公司内部已出现破釜沉舟的决心，那么，互联网寿险究竟能在多大

程度上引领保险巨头自我革命，亦值得进一步观察。（证券时报） 

2019/9/18 【国内股市】沪深两市缩量震荡，上证指数收涨 0.25%报 2985.66 点，深证成指涨 0.31%报 9753.31 点，

创业板指微涨 0.08%报 1679.31 点，两市成交 4872亿元，为 8 月 29 日以来首次成交低于 5000 亿元；

北向资金单边净流入 39.21 亿元。（陆家嘴财经早餐 2019 年 09 月 19 日） 

2019/9/18 【美联储降息】美联储宣布将其基准利率下调 25 个基点至 1.75%到 2%的目标区间，符合市场广泛预期。

这是 2008 年 12 月以来美联储的第二次降息。此外，美联储将隔夜逆回购利率下调 30 个基点至 1.7%，

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下调 30 个基点至 1.8%。美联储政策声明指出，将继续关注美国经济形势，并采取适

当行动以维持美国经济扩张。就业增长稳定，失业率保持在低位。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经济增长温

和。家庭支出强劲，投资和出口有所走弱。（陆家嘴财经早餐 2019 年 0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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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