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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重磅事件影响本周市场

关注“美丽中国”与5G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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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 秋冬上海时装周完美谢

幕。 在上海时装周 GALALAND 闭幕大秀

上， 玫琳凯感恩公益基金携手台湾中式礼

服品牌龙笛以时尚响应公益， 带来了一位

特别的谢幕模特———“被上帝亲吻过的天

使儿童” 小凤身着一袭烂漫柔粉的高定童

装，自信登上 T 台，引起全场轰动。

时装周上这位特别的模特小凤今年

11 岁，来自四川江油。 出生时就被诊断患

有唇腭裂， 一直以来小凤比一般的孩子更

内向、沉默。直到她幸运地被资助了唇腭裂

修复手术， 慢慢地成长为一个非常爱笑的

女孩，变得活泼开朗，并在心底埋下了一个

T 台梦想， 她想把来之不易的微笑展示给

更多人。此次，在玫琳凯感恩公益基金的帮

助 下 ， 小 凤 登 上 了 上 海 时 装 周

GALALAND 闭幕大秀 T 台， 一袭粉色的

礼服衬得她更加活力可爱， 脸上挂着甜甜

的笑容， 现场的观众纷纷将掌声送给这位

勇敢自信的女孩。

谁说不完美就不能 C位出场， 小凤身

上这种“大胆粉出彩”的精神正是玫琳凯把

她带到时装周舞台的原因。 同期，玫琳凯还

在上海时装周 GALALAND 发布了旗下全

新的彩妆子品牌 Pink Young，其品牌理念在

于鼓励每位女孩都应大胆地去粉每一种精

彩的存在，从不为兴趣设限，也不为完美所

框，为自我而美，更为出彩而活。玫琳凯期望

关心时尚的新生代女性能够在这个小凤身

上找到自信大胆的“美力”，同时也关注到唇

腭裂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

玫琳凯感恩公益基金自 2014 年起与

专业机构及全球医疗专家携手启动“微笑

百分百”项目，截至 2018 年底，“微笑百分

百” 项目已为 828 名贫困地区的唇腭裂女

童提供免费的唇腭裂修复手术， 帮助她们

重拾笑容和自信。

玫琳凯感恩公益基金“微笑百分百”项目

唇腭裂公益手术受助人

小凤登上上海时装周舞台

“微笑百分百”项目受益人为上海时装周 GALALAND大秀谢幕

玫琳凯以时尚响应公益

为唇腭裂女童圆梦 T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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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股市最好的消息， 应该是周五以涨停潮破了“4.19必跌”魔

咒，A股全周上涨 2.58%，稳定了投资者的持股信心。

展望后市，机构普遍认为，随着上市公司年报和一季报的集中发

布，低估值绩优蓝筹股有望再度成为市场各方关注焦点之一。 随着宏

观经济逐步企稳回升，投资者开始将目光转移至部分周期行业上来，A

股市场正在积极酝酿新的领涨热点，需要密切关注市场风格的变化。

展望本周市场，主要关注三个方面：基本面方面，年报和一季报披

露进入尾声，本周将有超过 1000 家公司披露年报，超过 2000 家公司

披露一季报，关注业绩带来的股价影响。

题材1：美丽中国

2019

（第十二届 ）

中国绿公司年

会将于 4 月 22 日至 24 日在甘肃敦

煌市举办。 中国绿公司年会由中国企

业家俱乐部于 2008 年创立， 重点关

注商业生态，研究探讨商业可持续发

展的实务课题。 本届年会以“赢在商

业本质”为主题，将有千余位国内外

企业领袖、政界要员、学界权威、NGO

代表及众多主流媒体出席年会。

点评 ： 安信证券表示 ， 考虑到

2019

年市场融资环境的改善，环保治

理需求紧迫性，叠加江苏响水事件加

速催化环保规范整治 ，固废 、土壤修

复、环境监测等行业需求将会有正面

影响，建议关注运营规模逐步提升的

垃圾焚烧发电标的旺能环境、瀚蓝环

境 ，以及土壤 、危废类优质公司高能

环境、东江环保。

题材2：一带一路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将于 4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北

京举行，各方将在论坛期间达成一系

列合作成果，形成一份成果和项目清

单对外发布。 业界普遍预计，2019 年

“一带一路” 沿线区域基建需求和积

极政策可期。

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8 年我

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

对外承包合同额 1257.8 亿美元，占同

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52%；完成营业额 893.3 亿美元，占同

期总额的 52.8%，同比增长 4.4%；新签

合同额占比和营业额占比较 2017 年

进一步提升。

点评 ： 银河证券表示 ， 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

超过

6

万亿美元 ， 预计未来中国与

沿线各国的过境运输 、 仓储物流 、

往来贸易将更加频繁 ， 与物流密切

相关的供应链有望迎来发展机遇 。

供应链物流通过提供仓储管理 、 货

代 、 报关 、 报检等业务为公司贸易

业务提供保障服务 ， 这种模式可以

充分发挥供应链公司在国际贸易经

营人才和经验优势 ， 便于高效开展

国际业务拓展 。 推荐关注位于 “丝

绸之路经济带 ” 和 “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 ” 的交汇区域的供应链上市

公司。

题材3：5G

全球 5G 投资呈现加速状态， 各

国都将大力投资 5G 通信基础信息产

业， 构建信息生态系统， 以在未来的

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目前， 日

本政府批准了该国四家移动运营商建

设 5G 无线网络的计划， 并已向运营

商分配 5G 频谱。 华为 NB-IoT 芯片

出货量超 2000 万片。 同时， 美国总

统特朗普在 4 月 12 日发表将加速美

国的 5G 投资建设的言论。 中国今年

5G 投资也将陆续展开， 三大运营商

资本开支扭转了前两年的下滑态势，

今年行业业绩有望出现边际改善的状

态， 后续随着资本开支的提升， 行业

龙头公司有望迎来业绩与估值的“戴

维斯双击”。

点评：

5G

通信是在目前以及今后

几年会给中国产业界带来重大变化甚

至是颠覆性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因此

应该高度重视。 同时还会带来相关行

业的发展机会，例如，元器件、软件、人

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 、车联

网等行业在万物互联、 智能世界的发

展中均具有重大意义。

题材4：金融

数据统计显示， 近期股价走强的

白酒股成为北上资金的出货重点，而

金融板块成为增量资金的介入重点。

兴业银行位居 4 月 15 日净买入金额

最大成交活跃股，其次是中国平安，当

天公司股价创历史新高， 北上资金包

揽了该股当天约两成成交金额， 据推

算近期持续获增持超 3 亿元。 另据统

计， 招商银行成为近期最受偏好的银

行股，增持超过 6 亿元。

点评： 当前股指快速上涨后估值

基本合理，金融、地产等蓝筹板块估值

仍在低位， 分红率高对场外中长线资

金仍有吸引力， 增量资金也会进一步

寻找新的绩优成长板块。 国盛证券表

示，金融供给侧改革框架下，监管鼓励

银行支持民营、小微企业，未来或持续

出台针对中小银行的利好政策。 二季

度建议抓稳银行股， 共享稳健投资收

益。 据同花顺

本周重要财经事件

日期

4

月

22

日（周一）

事件

2019 年中国绿公司年会

影响板块

美丽中国

日期

4

月

23

日（周二）

事件

中国海军建军 70 周年

影响板块

军工

日期

4

月

25

日（周四）

事件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

2019 第九届中国金融科技峰会

影响板块

一带一路、互联网金融

日期

4

月

26

日（周五）

事件

2019 第 14 届斯迈夫大会暨国际

体育消费展

影响板块

体育产业

日期

4

月

27

日（周六）

事件

3 月工业企业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