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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和一季报本周收官

保险业绩或显著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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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林籁

上周对于投资者来说，或

许是 2019 年最难捱的一周，上

证综指上演罕见的 5 连阴走

势，周跌幅高达 5.6%。

市场普遍认为， 短期市场

下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

外资流入市场不及预期， 二是

猪肉价格和原油价格上涨，使

得通胀预期升温， 货币政策紧

缩预期升温。 展望后市，在经济

政策微调之时， 市场进行一定

幅度的回调也属正常。 考虑当

前市场正进入到一季报发布的

集中期， 策略上短期仍以规避

风险为主。

本周市场主要关注三方

面：一是年报和一季报收官，或

有未及预期的个股风险出现；

二是制造业 PMI 将拉开 4 月经

济数据序幕， 这一指标也将考

察经济复苏迹象是否得以延

续；三是 6 只科创板基金开售，

未能参与科创板的投资者可通

过购买基金分享科创板个股收

益。

本周重要财经事件

1

题材

保险

2

题材

华为产业链

华为近日利好不断。公司业绩方面，

近日发布的 2019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显

示， 华为一季度销售收入 1797 亿人民

币，同比增长 39%；净利润率约为 8%，同

比略有增长。 2019 年，全球开启 5G商用

规模部署，华为运营商业务迎来了历史性的

发展机遇。 截至 3月底，华为已经和全球领

先运营商签订了 40 个 5G 商用合同，

70,000 多个 5G 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此外， 中国移动研究院组织开展

50GE 单纤双向新技术测试，华为率先通

过了测试。 本次 50GE 单纤双向测试成

功验证了 10km 和 40km 传输， 标志着

50GE 单纤双向技术已逐步成熟， 对 5G

承载网的商用具有重要意义。

点评：国金证券认为，华为产业链迎

来十年黄金投资机遇期：从总量上看，预

计 华 为 公 司

总体营收将在

2025

年左右达到

3000

亿

美金水平， 给供应链公司提供足够的成

长空间 ；从结构上看 ，相对封闭的 、华为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传统运营商业务占

比将下滑至

20%

左右， 而更多依赖合作

伙伴价值共创的智能终端 、 云计算 、安

防 、 车联网等业务占比将持续提升 ；同

时， 华为公司对生态和合作伙伴的态度

也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采购战略从价格

采购和价值采购向战略采购进行转型 。

投资建议重点关注公司工业富联 （通信

设备代工）、沪电股份（

PCB

）、长电：科技

（封测）、舜宇光学科技（摄像头）、中国软

件（

ARM

生态）。

3

题材

贸易

4

题材

车联网

日期

4

月

29

日（周一）

事件

2019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影响板块

生态农业

日期

4

月

30

日（周二）

事件

4 月期末汇率：美元兑人民币

4 月官方制造业 PMI

日期

5

月

1

日（周三）

事件

2019 第 125 届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

（广交会第三期）

影响板块

贸易

日期

5

月

2

日（周四）

事件

2019 第九届深圳国际营养

与健康产业博览会

影响板块

健康中国

日期

5

月

3

日（周五）

事件

2019 中美融资租赁行业交

流高峰论坛

影响板块

租售同权

日期

5

月

5

日（周日）

事件

2019

（第三届）

中国品牌峰会

影响板块

超级品牌

据同花顺

近期，上汽、广汽等 13 家中国品

牌车企联合推出中国车企 C-V2X

（基

于蜂窝技术的车联网通信， 目前主要

基于

LTE

网络 ）

商用路标，即在 2020

年下半年到 2021 上半年量产支持 C-

V2X 的汽车。 这次 C-V2X 汽车商用

量产路标的发布， 标志着我国企业在

车路协同的智慧交通领域， 再次向前

踏出坚实的一步， 也体现出 C-V2X

的价值得到车企的广泛认同。

点评：随着科创板基金开闸，计算

机行业是当前最大的热点之一， 站在

当前时点， 重点关注滞涨板块以及近

期事件性催化。 天风证券表示 ，从板

块角度来看 ，重点关注车联网

V2X

预计

2019

年车联网

V2X

进入试点

阶 段 ， 产 业 有 望 于

2020

前 全 面 开

启 ，与

5G

商用高度相关 ，协同效应

较强 ， 建议关注金溢科技 、 万集科

技 、白马千方科技 、四维图新 ，以及中

科创达 、德赛西威 、数字认证 、格尔软

件、中海达等；

年报和一季报本周落幕， 对于业绩

超预期的板块，业界普遍看好保险行业。

今年以来， 上市险企负债端业绩在去年

低基数的情况下整体向好， 上周中国人

寿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当期实现

归母净利润预计为 135 亿元， 同比增加

108 亿元，同比增速为 80%~100%。

点评： 保险板块短期驱动因素是预

期经济复苏逻辑下的利率上行和一季报

超预期。 今年以来权益市场向好亦将驱

动保险公司投资收益高增长， 同时开门

红结构和保费均持续改善， 本周进入季

报期， 预计保险公司利润和新业务价值

均有望超预期。随着一季度

GDP

增速小

幅超预期，各项经济景气指标回升，带动

长端利率企稳向上， 前期压制保险股估

值的利率因素得以大幅缓释。 个股选择

上， 招商证券强

烈 推 荐 中 国 平

安， 积极关注新

华保险、 中国太

保。

近日， 光大银行荣获国家版权局授予

的“元因子”投资监督系统、“爬虫预警”绩

效评估系统和托管系统“托管驾驶舱”平台

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表明光大银行托管

系统在规范化、标准化、流程化、自动化与

智能化建设上取得了新的成就与进展，进

一步彰显了光大银行高质量、高效率、强创

新的托管服务软实力。

光大银行 2017 年上线“元因子”投资

监督系统，提出监控指标“因子化”思想，将

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投资标的分解为投资

监督系统的最小执行单元， 这些执行单元

相互独立并且可以自由组合， 全面覆盖股

票、债券、基金、养老金、衍生品、非标产品

六大投资标的类型， 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

效率，提升计算的精度，满足客户的个性化

需求，有效控制风险。

2018 年，光大银行“爬虫预警”绩效评

估系统上线，该系统通过大数据、大资产、

大组合的新理念对投资组合进行分析挖

掘， 采用爬虫技术实时提供组合中所持股

票、债券等资产的负面资讯预警，满足受托

人的绩效评价及风险监测需求， 为托管资

产提供更强的保障。

“托管驾驶舱”平台利用行为管理的思

想， 通过可视化界面对业务操作进行全视

角集中展示，支持“钻取式查询”，管理者可

随时获取全员、全资产、全流程的实时运营

情况，提高托管运营管理效率和精准度。

2018 年，光大银行成功中标中央单位

职业年金计划托管人， 此后相继中标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山东省等 5 个地区职业年

金计划托管人， 成为获此殊荣的五家托管

行之一。 光大银行托管业务开展 16 年来，

在业内影响力不断提升， 目前已成为国内

资质最全、产品链条最丰富、托管服务领域

最广的托管银行之一。

下一步， 光大银行托管业务将紧紧围

绕“建设一流财富管理银行”的战略目标，

坚持“忠诚守护，勤勉尽责”的服务宗旨，不

断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 夯实托管业务软

实力，以工匠精神用心钻研，精益求精，推

动系统转型升级， 持续打造托管业务差异

化竞争优势。

光大银行托管系统荣获国家著作权

2019 第 125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

（广交会）

本周进入第三期。 数

据显示，广交会是推进“一带一路”经

贸合作的重要平台，近年来，沿线国家

平均每届约有 8 万人与会，约占总人数

的 40%，占比呈上升态势；新采购商与会

踊跃，每届平均增幅高于总体增幅。 第

125 届广交会继续深入贯彻“一带一

路”倡议，深挖合作潜力，推动我国与

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点评： 商业贸易板块内外部环境

改善好于预期， 宏观经济增长积极因

素也在增多，个税政策全面落地、增值

税税率下调、 养老保险费率下调等减

税降费措施将降低企业负担、 提升居

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汽车、家电在内的

消费刺激政策也会陆续出台。 申万宏

源表示，当前政策调整效果初步显现，

消费信心预期修复； 必需消费增速稳

健，非必需消费增速有望回暖。我们预

期社零逐季向好， 消费改善趋势将持

续。建议重点关注全国超市龙头、具备

生鲜壁垒的永辉超市；智慧零售赋能、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苏宁易购； 全国

性百货企业、 持续推进新零售战略布

局的王府井、天虹股份；国改持续深化

的重庆百货；区域生鲜龙头、具备物流

优势和机制优势的家家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