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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研究報告——零售策略週刊

磕絆前行， 沿線而動
——零售策略週刊（2015.6.15）
■市場回顧：震盪攀升，節奏放緩

上周市場寬幅震盪繼續上漲，上證綜指周漲幅 2.85%；深證成指
周漲 2.55%，中小板指與創業板周漲幅分別為 2.38%和 0.36%。
行業板塊除機械設備、建築裝飾下跌外，其餘各行業均呈上漲，
其中食品飲料、商業貿易、交通運輸及房地產漲幅居前。上周
各行業資金均呈淨流出，其中休閒服務、食品飲料、農林牧漁
等淨流出淨額較小，而機械設備、建築裝飾、電氣設備及電腦
等行業淨流出金額較大。上周儘管滬深主機板以及中小板三大
股指均創出新高，但上行節奏較前期相比明顯放緩，盤中其大
多時間維持震盪整理格局，從各板塊表現情況看，上周市場各
板塊雖呈現普漲格局，但食品飲料的領漲顯示出資金防禦心態
較前期相比有所增強。
■政策解讀：資料初現見底信號，監管新股效應遞減

中銀國際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具備證券投資諮詢業務資格

上周經濟資料密集披露， 5 月單月工業增加值連續兩個月小幅
回升，三大需求端實現今年以來單月首次集體回升(出口同比降
幅收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小幅，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
增速小幅回升)，5 月經濟資料顯示出較強的經濟見底企穩的信
號；貨幣增速持續回升，貨幣市場利率大幅回落，5 月份流動性
環境出現明顯改善，本周第八批新股申購預計將凍結資金 5.75
萬億，為去年 IPO 重啟以來最高水準。雖然新股凍結資金高企，
但新股的抽血效應減弱，對大盤衝擊有限； 國務院常務會議四
項議題均涉及穩增長，管理層在穩增長方面持續發力，而相關
改革動作也在穩步推進，我們認為前期穩增長政策的實施和後
續儲備政策的陸續出臺有助於推動下半年經濟企穩回升。證監
會和滬深交易所發佈兩融新規，整體上既增加了市場的靈活
性，又體現了監管防控風險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意志，根本目的
是確保兩融業務能夠健康穩步發展。同時證監會重申券商不得
利用網站介面開展場外配資，管理層對非兩融之外的配資業務
態度趨於強硬。
■投資策略： 磕絆前行，抓緊國企改革主線

上周股指放緩了快速上漲的步伐，股指站上 5000 點之後市場多
空博弈加劇，短期內市場仍將呈現寬幅震盪的格局。上周資料
密集公佈， 5 月主要經濟和金融資料出爐確認了當前經濟基本
見底而流動性環境實質改善的格局。在目前經濟缺乏彈性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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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股發行將對市場造成一定的擾動但影響邊際遞減，市場就
此轉勢的可能性不大，近期市場出現的震盪加劇而重心上移的
格局預計仍會延續。市場重新進入全面性指數性大漲需要貨幣
政策，尤其是非傳統貨幣政策的進一步行動。在市場波動的背
景下，配置上我們建議抓緊確定性較高的國企改革主線。國企
改革投資中央企改革我們建議關注三條線：戰略行業央企合
併、央企股權激勵等混改措施、試點央企後續改革細則的出臺；
地方國企改革主要關注國有資產證券化率的提高，尋找國有資
產注入的機會，首推上海和廣東國企改革。
■融資融券：新規無礙，控制風險

隨著大盤在 5000 點上下持續震盪，兩融餘額增速明顯放緩，同
時不少“兩融巨無霸”的個股亦被券商調出融資標的，券商在
兩融業務上主動控風險的動作頻繁。近期管理層接連出臺關於
杠杆交易方面的政策，一方面應是出於真實的控風險的角度，
另一方面也有較強的控制市場上行節奏的意味。總體來看，相
關政策內容在此之前管理層已多有提及，市場對此也有一定預
期，對市場情緒的負面衝擊預計不會太大。但從政策脈絡來看，
此次管理層對非兩融之外的配資業務態度趨於強硬，管理層對
杠杆態度更明晰，著意于開正路，堵側門，根本目的還是希望
兩融業務能夠健康穩步發展。投資策略上，考慮到市場在本月
振幅加大，我們認為在六月更應注意風險的防範。建議關注前
期漲幅較小，具有相對安全邊際的品種作為融資標的，相關板
塊包括交通運輸、公用事業、化工，房地產產業鏈中的房地產、
建築材料、建築裝飾，以及消費白馬股，如家用電器、白酒。

動 性 環 境寬 鬆 條 件依 然 具 備的 背 景
下 ， 市 場資 金 面 的核 心 邏 輯有 望 延
續。短期而言，監管層加強監管風險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部

一、市場回顧：震盪攀升，節奏放緩
上周市場寬幅震盪繼續上漲，滬指站穩 5100 點。滬深股指和中
小板指數再創年內新高，一周成交量基本維持 2 萬億左右。但上
周漲幅有所收斂，多空盤中爭奪明顯加劇，股指震盪空間基本維
持在五千關口上方，顯示出多方繼續掌握著主動，最終上證綜指
週五報收 5166 點，周漲幅 2.85%；深證成指報收 18098 點，周上
漲 2.55%，兩市總成交金額 98884 億元，較前一周萎縮 2516 億元。
中小板指與創業板分別收盤 11996 點和 3899 點，周漲幅分別為
2.38%和 0.36%。
圖表 1：上周 A 股主要指數表現（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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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中銀國際研究

行業板塊方面，上周僅機械設備、建築裝飾兩行業下跌，其餘各
行業均呈上漲，其中食品飲料、商業貿易、交通運輸及房地產漲
幅居前，電腦、有色金屬、國防軍工及非銀金融等漲幅較小。從
二級行業表現來看，運輸設備、基礎建設、房屋建設、黃金、醫
療服務、稀有金屬、互聯網傳媒及電腦應用等表現較弱，航空運
輸、林業、機場、商業物業經營、園區開發、醫療器械、汽車服
務及專業零售等漲幅居前。
圖表 2：上周 A 股行業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Wind、中銀國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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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各行業資金均呈淨流出，其中休閒服務、食品飲料、農林牧
漁與輕工製造等淨流出淨額較小，而機械設備、建築裝飾、電氣
設備及電腦等行業淨流出金額較大。
圖表 3：上周 A 股行業資金流向情況

資料來源：Wind、中銀國際研究

綜合來看，上周儘管滬深主機板以及中小板三大股指均創出新
高，但上行節奏較前期相比明顯放緩，盤中其大多時間維持震盪
整理格局，創業板在經過週一的大跌後雖然連續四個交易日向上
反彈，但指數並未能進一步創出新高，弱勢跡象初現。從盤面各
板塊表現情況看，上周市場各板塊呈普漲格局，然而普遍漲幅有
限，食品飲料的領漲也顯示出資金防禦心態較前期相比有所增
強。

二、資料初現見底信號，監管新股效應遞減
上周經濟資料密集披露， 5 月單月工業增加值連續兩個月小幅回
升，三大需求端實現今年以來單月首次集體回升(出口同比降幅
收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小幅，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增速
小幅回升)，5 月經濟資料顯示出較強的經濟見底企穩的信號；貨
幣增速持續回升，貨幣市場利率大幅回落，5 月份流動性環境出
現明顯改善，本周第八批新股申購預計將凍結資金 5.75 萬億，為
去年 IPO 重啟以來最高水準。雖然新股凍結資金高企，但新股的
抽血效應減弱，對大盤衝擊有限； 國務院常務會議四項議題均涉
及穩增長，管理層在穩增長方面持續發力，而相關改革動作也在
穩步推進，我們認為前期穩增長政策的實施和後續儲備政策的陸
續出臺有助於推動下半年經濟企穩回升。證監會和滬深交易所發
佈兩融新規，整體上既增加了市場的靈活性，又體現了監管防控
風險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意志，根本目的是確保兩融業務能夠健康
穩步發展。同時證監會重申券商不得利用網站介面開展場外配
資，管理層對非兩融之外的配資業務態度趨於強硬。
1、基本面：經濟 L 型拐點初步確立，資料對市場短期影響較小
2015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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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經濟資料集中公佈，5 月 CPI 1.2%，回落 0.3%，低於市場預
期，而 CPI 的低位運行為貨幣政策留有空間，未來降息降准可能
進一步加碼；5 月進出口同比繼續雙降，進口同比跌幅繼續擴大
至 18.1%，但出口增速出現改善，同比下滑 2.8%。5 月固定資產
投資同比增長 9.9%，比上月回升 0.3%。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因
為銷售形勢好轉，出現企穩態勢，增長 2.4%，回升 1.9%。社會
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增長 10.1%，較上月回升 0.1%，工業增加值同
比增長 6.1%，較上月上升 0.2%。
總體來看， 5 月單月工業增加值連續兩個月小幅回升，三大需求
端實現今年以來單月首次集體回升(出口同比降幅收窄，固定資
產投資增速小幅，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增速小幅回升)。5
月經濟資料顯示出較強的經濟見底企穩的信號。考慮到以下因
素，我們判斷經濟 L 型拐點初步確立：第一，在央行貨幣政策持
續放鬆的背景下，流動性環境出現實質性改善，進而對實體經濟
融資需求構成有力支撐；第二，近期房地產銷量持續回升，地產
投資企穩企穩的趨勢較為明確；第三，通脹見底反彈的可能性較
大，企業補庫存動力逐漸增強。中期來看，三季度經濟小幅回升
的概率較大。
2、資金面：流動性實質改善，新股抽血效應邊際遞減
上周央行繼續暫停逆回購，貨幣投放整體為 0，連續八周無公開
市場操作；貨幣市場利率保持低位，上周反映銀行間市場資金面
的質押式回購（R007）利率為 2.06%，較上周出現 8 個基點的小
幅上升，但基本維持在 2%左右的低位，資金面繼續寬鬆。
上周央行公佈 5 月金融資料， M2 同比增長 10.8%，增速較上月
回升 0.7%，貨幣增速持續回升；同時 5 月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
下降至 1.42%，貨幣市場利率大幅回落；5 月份流動性環境出現
明顯改善。此外，從社融結構來看，表內信貸和表外融資均出現
一定程度回升。我們認為 5 月社會融資活躍度回升主要受到融資
利率下行所帶來的刺激效應，供給端改善對融資的支撐作用正在
發生。短期來看，在當前通脹壓力依然較小、債務置換等問題仍
需解決的背景下，流動性環境維持寬鬆的條件依然具備。在此背
景下，流動性環境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在加強，同時宏觀因素
對股市資金面的改善效果有望延續。
本周年內第八批新股將啟動申購，共有 25 支，預計募集資金超
過 410 億元，其中僅國泰君安一家便達到 300 億元。預計發行期
橫跨端午小長假由 6 月 17 日至 23 日共計四個工作日，預計將總
計凍結資金 5.75 萬億，為去年 IPO 重啟以來最高水準。雖然新
股凍結資金高企，但新股的抽血效應減弱。從第七批新股發行凍
結 4.7 萬億的資金，但市場流動性仍充裕、大盤平穩上行來看，
本次新股發行對大盤衝擊有限。按照券商目前平均 20 倍左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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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率來預測，本次國泰君安新股發行雖然中簽率可能相對較高，
但是預計漲幅有限，對於打新的投資者應重點關注本次新股發行
中的小盤股。
3、政策面：穩增長持續發力，有望推動下半年經濟企穩
6 月 10 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推進財政資金統
籌使用措施，更好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作用；
決定將消費金融公司試點擴至全國，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力；
部署促進跨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展，推動開放型經濟發展升
級；確定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政策，增添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新動能。
本次常務會議的四項議題，都與穩增長直接相關，部分措施兼顧
了調結構。這說明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形勢下，宏觀政策
或許已將穩增長作為最突出的目標。管理層在穩增長方面持續發
力，而相關改革動作也在穩步推進，我們認為前期穩增長政策的
實施和後續儲備政策的陸續出臺有助於推動下半年經濟企穩回
升。
4、監管面：兩融新規有收有放，監管常規化控制牛市節奏
6 月 12 日，證監會公佈《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管理辦法（徵求
意見稿）》（以下稱《修訂稿》），並提供修訂說明。繼證監會
下發兩融業務管理辦法徵求意見之後，滬深交易所也正式發佈了
《融資融券交易實施細則(2015 年修訂徵求意見稿)》，對兩融交
易細則進行了修訂。這是融資融券業務自 2010 年 3 月底正式啟
動以來交易規則最重大的一次調整。滬深兩市發佈的兩融交易細
則徵詢意見稿與證監會管理辦法徵詢意見稿一脈相承，整體上既
增加了市場的靈活性，又體現了監管防控風險保護投資者利益的
意志，根本目的還是希望兩融業務能夠健康穩步發展。
本次修訂最大的亮點就是放寬對融資融券合約期限限制，維持現
行融資融券合約期限不得超過 6 個月的要求，但允許合約展期。
這對於券商長遠、健康發展來說是利好。一方面，有利於保持兩
融規模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合理展期也方便客戶進行融資融
券，有利於兩融健康發展。同時，此次兩融徵求意見稿裡考核指
標與監管將變得更加科學，尤其是提出逆週期監管，以及動態監
管保證金比例、折算率和兩融標的，這有利於本輪牛市從“快
牛”走向“慢牛”。
同時，證監會 6 月 12 日表示，自法網專項執法行動啟動以來，
集中部署了四批，共 50 起違法違規案件，覆蓋面不僅僅局限於
股市和上市公司，還包括期貨市場和非上市公司、會計師事務所
等。並表示要加強資本市場誠信建設重點針對高管、實際控制人
等，建立聯合懲戒機制。這表明，證監會旨在建立一個全面的證
券誠信系統，對於股市來說，查處力度也只會不斷加強。同時，
由於近期證券市場加杠杆現象的氾濫，以及場外配資的快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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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為投資者帶來了額外的風險，證監會 12 號重申券商不得利
用網站介面開展場外配資。
法網行動的延續依然劍指創業板和中小板，尤其是創業板高估值
天價股將成為打擊的重點。創業板依舊面臨因為立案調查而造成
的短期估價暴跌和隨之而來的踩踏風險。而重申券商不得利用網
站介面開展場外配資，主觀上是為了管控股市風險，客觀上則在
為股市減杠杆，控制瘋牛的速度。雖然該政策並不是明確而可以
判斷方向的提示，但是投資者仍要引起足夠的重視，留意天價股
和瘋長的個股，過快增長的牛市和過分高估的個股可能是監管層
不願看到的。

三、投資策略：磕絆前行，國企改革仍是
主線
綜合來看，上周股指放緩了快速上漲的步伐，股指站上 5000 點
之後市場多空博弈加劇，短期內市場仍將呈現寬幅震盪的格局。
上周資料密集公佈， 5 月主要經濟和金融資料出爐確認了當前經
濟基本見底而流動性環境實質改善的格局。在目前經濟缺乏彈性
而流動性環境寬鬆條件依然具備的背景下，市場資金面的核心邏
輯有望延續。短期而言，監管層加強監管風險和新股發行將對市
場造成一定的擾動但影響邊際遞減，市場就此轉勢的可能性並不
大，近期市場出現的震盪加劇而重心上移的格局預計仍會延續。
市場重新進入全面性指數性大漲需要貨幣政策，尤其是非傳統貨
幣政策的進一步行動。配置上本周繼續重點推薦國企改革。國企
改革投資中央企改革我們建議關注三條線：戰略行業央企合併、
央企股權激勵等混改措施、試點央企後續改革細則的出臺；地方
國企改革主要關注國有資產證券化率的提高，尋找國有資產注入
的機會，首推上海和廣東國企改革。

四、融資融券：新規無礙，控制風險
1、融資融券交易資料
（1）市場交易概況
截至 2015 年 06 月 12 日，滬深兩市融資融券餘額 22,300.04 億元，
較上周增加 2.81%，環比增速小幅降低。A 股市場的震盪調整導
致融資買入額占 A 股成交量的比重再次下跌，上周融資買入額占
A 股成交量的比重為 11.13%，整周基本維持在 12%左右。
圖表 5：兩市融資融券餘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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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中銀國際研究
圖表 6：融資買入額占 A 股成交量比例

資料來源：wind、中銀國際研究

一周來看，兩市融資餘額 22,207.02 億元，較上周上漲 2.77%；期
間融資買入額總計 11,146.69 億元，較上周上漲 1.88%；融資償還
額總計 10,547.35 億元，較上周上漲 4.92%；期間淨買入額總計
599.34 億元，較上周大幅下跌 32.51%。
融券方面，上周融券餘額 93.02 億元，較上周上漲 13.07%；融券
期間賣出量 114.32 億股，較上周上漲 4.44%；期間償還量總計
113.02 億股，較上周上漲 4.23%。
圖表 7: 融資餘額周變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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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中銀國際研究
圖表 8：融資餘額增速

資料來源：wind、中銀國際研究

（2）行業交易概況
從行業增資情況來看，上周融資餘額占比較上周增幅最多的五大
行業分別為房地產，銀行，零售業，公用事業Ⅱ，運輸，降幅最
多的五大行業分別為醫療保健設備與服務，媒體Ⅱ，軟體與服
務，多元金融，資本貨物。
上周融券餘額占比較上周增幅最大的前五大行業為食品、飲料與
煙草，銀行，汽車與汽車零部件，多元金融，保險Ⅱ，融券餘額
占比較上周下降最多的五大行業為消費者服務Ⅱ，軟體與服務，
材料Ⅱ，技術硬體與設備，資本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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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9：兩市融資餘額行業占比變化情況(億元)

資料來源：wind、中銀國際研究
圖表 10：兩市融券餘額行業占比變化情況(億元)

資料來源：wind、中銀國際研究

綜合來看，隨著大盤在 5000 點上下持續震盪，兩融餘額增速明
顯放緩，同時不少“兩融巨無霸”的個股亦被券商調出融資標
的，券商在兩融業務上主動控風險的動作頻繁。上週五的證監會
例會上公佈了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管理辦法修訂內容，隨後滬
深交易所也正式發佈了《融資融券交易實施細則(2015 年修訂徵
求意見稿)》，對兩融交易細則進行了修訂。滬深兩市發佈的兩
融交易細則徵詢意見稿與證監會管理辦法徵詢意見稿一脈相
承，整體上既增加了市場的靈活性，又體現了監管防控風險保護
投資者利益的意志，根本目的還是希望兩融業務能夠健康穩步發
展，體現出監管層繼續呵護兩融業務的態度。近期管理層接連出
臺關於杠杆交易方面的政策，一方面應是出於真實的控風險的角
度，另一方面也有較強的控制市場上行節奏的意味。總體來看，
相關政策內容在此之前管理層已多有提及，市場對此也有一定預
期，因此對市場情緒的負面衝擊預計不會太大。但從政策脈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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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此次管理層對非兩融之外的配資業務態度趨於強硬，管理層
對杠杆態度更明晰，著意于開正路，堵側門。
投資策略上，考慮到市場在本月振幅加大，我們認為在六月更應
注意風險的防範。建議關注前期漲幅較小，具有相對安全邊際的
品種作為融資標的，相關板塊包括交通運輸、公用事業、化工，
房地產產業鏈中的房地產、建築材料、建築裝飾，以及消費白馬
股，如家用電器、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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