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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9 月 19日，仅保险板块下跌，多元金融、证券版块跑赢沪深 300指数。当日金融板块 93只个股上涨，

6 只个股平盘，14 只下跌，上涨个股数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57只。 

富时罗素及标普道琼斯两大指数公司的指数调整将于 9月 23日开盘前生效，预计将为 A股带来 51 亿

美元被动增量资金，按历史经验，收盘前集合竞价阶段北向资金将大举买入。重点关注今天 9:30LPR 利率

报价是否会下调，若下调则有利于市场国庆后走高，券商、保险板块受益。9 月 19 日，两市成交 4915 亿

元，连续两日成交额低于 5000 亿，预计是受国庆长假期因素影响，资金短暂撤离市场；但北向资金单边

净流入 26.93 亿元。 

重要公告：2019/9/20 

2019/9/20 长沙银行:首次公开

发行限售股上市流

通公告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653,177,338 股，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26 日。 

2019/9/20 江阴银行:关于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因本行触发实施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根据《招股说明书》，上市时本行董事（不包

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新聘任的董事（不包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实

施股份增持，现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行股份，增持金

额合计不低于 103.31 万元，且不超过 258.28 万元，实施期限自披露之日起不超过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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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09/19 申万金融行业涨跌幅 (%) 图 1： 2019/09/19 金融行业个股涨跌幅前 5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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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次增持是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不再继续实施本增持计划。 

2019/9/20 江阴银行: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43,433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0.061853%，2、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24 日 

2019/9/20 南京证券:关于非公

开发行 A股股票有关

事项获得江苏省国

资委批复的公告 

江苏省国资委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不超过 10 名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59,764,680 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60 亿元的方案。 

2019/9/20 东兴证券:关于当年

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上年末净资产的百

分之二十的公告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96.77 亿元，借款余额为 305.73 亿

元。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公司借款余额为 353.41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47.69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4.24%，超过 20%。 

2019/9/20 哈投股份:股东减持

股份进展公告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公司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减持前持有公司

股份 237,051,416 股，占公司总股本 11.39%（公司总股本变动后）。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累计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15,813,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76%（公司总股本

变动后）。 

2019/9/20 国盛金控:关于全资

子公司完成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的公

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弘大嘉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年 9月 16日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机构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具

体登记情况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www.amac.org.cn）的公示信息。 

重要新闻：2019/9/19 

2019/9/19 银保监会拟将人身险保单电子化回访向全国推开，已起草《关于规范开展人身保险电子化回访工作的

通知》，目前正在业内征求意见。（Wind） 

2019/9/19 全国首家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兴福村镇银行在海南省海口市正式开业。兴福村镇银行是由常熟农商银

行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 13.8 亿元。(Wind) 

2019/9/19 今年以来证监会批复可转债数量、规模大幅增加。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8 日，年内获得证监会批

复的可转债数量达 76 家，发行规模为 1601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批复 23 家，发行规模同比增加

215%。（Wind） 

2019/9/19 【数百亿资金正在 A 股门外候场】本周五，富时罗素及标普道琼斯两大指数公司的指数调整生效，预

计将合计为 A 股带来 51 亿美元的被动增量资金。按历史经验，指数调整生效前，北向资金往往在尾盘

大举扫货，形成脉冲。（Wind） 

2019/9/19 【招商银行与华为云联合发布聚合支付解决方案，聚焦赋能产业金融】此次发布的聚合支付解决案方

案将面向行业场景，提供刷卡、扫码、刷脸等多元化支付方式，满足线上线下各类场景的支付需求。

通过对 2B 和 2C 支付能力进行整合，向 B 端客户提供包括统一收付、统一对账、统一清算、现金管理

和资金增值等服务在内的全方位、综合化解决方案。（砍柴网） 

2019/9/19 标普：确认中国人寿(02628)“A+”发行人信用评级 前景展望“稳定”（智通财经） 

2019/9/19 7.36 元/股！渝农商行 A 股发行价确定，募资近 100 亿元。（重庆商报） 

2019/9/19 【扫张发票就可以拿到贷款？网商银行试水发票贷款 广东、浙江等 9 省率先上线】9 月 19 日，《华夏

时报》记者获悉，网商银行对外宣布了一款酝酿数月的新产品——发票贷款，即用支付宝扫一扫，扫

描一张增值税发票，小微企业就可以获得网商银行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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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服务将在广东、浙江等 9 省试行，一次性可覆盖 3000 万小微商家。”网商银行行长金晓龙称，

而在发票贷背后，该行打通了“税务”这一大动脉。 

 

据介绍，在使用这一新贷款方式后，9 省小微企业的额度平均将大幅上涨 3 倍，其中有优秀税务记录的

小微企业，在授权并提供税务信息后，额度上涨会尤其剧烈，平均可上涨 8-10 倍。（华夏时报） 

2019/9/19 改革后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将在今日迎来第二次报价。有了本周一 8000 亿元全面降准资金落

地的“加持”，市场预计第二次 LPR 报价将继续小幅稳步下行。（证券时报） 

2019/9/19 本周五，富时罗素及标普道琼斯两大指数公司的指数调整生效，预计将合计为 A 股带来 51 亿美元的被

动增量资金。按历史经验，指数调整生效前，北向资金往往在尾盘大举扫货，形成脉冲。（Wind） 

2019/9/19 经合组织：将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 3.2%下调至 2.9%，为金融危机以来最低；2020 年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由 3.4%下调至 3%；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使得政策不稳定性增加、金融市场风险加剧以及商业

和消费者信心下滑，危及全球本已疲软的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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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