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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回顾 

 受到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利好消息刺激，沪指今日高开高走，收

盘大涨 1.48%，创出今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收报 3270.31 点，一举收复 5

日、10 日、20 日、30 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 5762 亿元，行业板块全线上

扬。值得注意的是，雄安概念股今日掀起涨停潮，金隅股份、廊坊发展、华

夏幸福、河北宣工、唐山港等近 30只股票集体涨停。 
  
  

 

综合分析 

 在有关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各项政策发布以后，发改委等部门开始指导河北

省启动组织规划。目前，河北省已开始编制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起步区控制

性规划、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规划中，

把创新驱动作为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吸引高端创新人才进入，努力打造创

新高地和科技新城。统筹新区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有序承接疏解北京的非

首都功能，实现与北京中心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错位发展。 

 对于雄安的未来，市场是有分歧的。之一：雄安是下一个深圳、浦东还是下

一个曹妃甸？ 

 我们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升级仅仅是雄安新区职能的一小部分，其更大意义

在于：1）地理位置上，雄安位于北京西南，京津经济带的明显“洼地”之

处，“京津保”等边三角的“顶点”，建立雄安新区是重塑北京千年古都腹地

纵深，打通京津经济带，疏解北京“大城市痼疾”的战略之举；2）对标 80 

年代深圳、90 年代浦东，雄安新区是最高领导人面对旧体制痼疾造成五年

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倒逼”，同时权力集中后，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破冰“支

点”，当前雄安或是中央破局“地产经济之困”的“窗口”业投资机会；3）

更深刻的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的国家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是贯穿央企整

合、供给侧去产能等重大改革背后逻辑，也或将是雄安新区相对深圳、浦东

“野蛮生长”的最大不同。不可低估“自上而下”推动意志及雄安基建等国 

家投入的规模。 

 雄安主题是“千年之机”还是“一日游”行情？1）从 2013 上海自贸区落

地看区域政策出台后市场持续性：8 月 22 日后 5 天，10 天，30 天主题相

对收益率：27.49%、65.73%、85.18%，7-9 月《管理办法》《总体方案》

持续出台；2）从 2017 1 月 17 日，习总宣布一带一路论坛，此后 10 天、

20 天、30 天的主题相对收益分别为：5.00%，15.25%和 13.05%。结合周

一的相关概念股集体封板，我们认为短期已经点燃市场炒作热情，虽然部分

概念股盘中一度打开涨停，但龙头依然有望出现一波较强的升幅，不过提醒

投资者不宜过于追涨非龙头品种。 

 需要关注的风险方面则是：信用风险事件还会发酵多久？ 上周媒体报道齐

星集团有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导致大量银行贷款到期无法偿还，此前天信

集团也陷入破产重整。因西王集团对齐星集团合计担保 29 亿元，同时近期

境外机构发布宏桥看空报告，引起投资者对同一个地区的齐星集团、西王集

团和宏桥魏桥系的担忧。债券市场表现来看，市场对相关企业的风险定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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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概念股集体爆发 

上一交易日市场概况 
 
    收盘点位 涨跌幅(%) 

上证指数 3270.31 1.48 

深证成指 10627.13 1.90 

中小板综 11818.99 1.72 

创业板指 1943.16 1.88 

沪深 300 3503.89 1.38 

中证 500 6539.97 2.16 

中证流通 5277.03 1.75 
 
 

行业涨跌幅前三 
 

行业指数 涨幅(%) 

三线地产 5.17 

地下管廊 5.02 

装配建筑 4.88 
 
 

行业涨跌幅前三 
 

行业指数 跌幅(%) 

保险 0.11 

银行类 0.25 

黄金水道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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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注 20 日均线-3 月 29 日日策略》，

2017.3.29 

2.《仍有上行可能 -3 月 28 日日策略》，

2017.3.28 

3.《还有上攻-3月 27日周策略》，2017.3.27 

4.《一波三折-3月 24日日策略》，2017.3.24 

5.《高位震荡，边走边看-3 月市场策略》，

20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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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加大，负面情绪或进一步发酵，投资者应关注风险。 

 从技术面来看，周一大盘跳空高开后强势震荡上行。量能略有放大，短期可

看高一线。 
 

市场判断 

 在有关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各项政策发布以后，发改委等部门开始指导河北

省启动组织规划。我们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升级仅仅是雄安新区职能的一小

部分，其更大意义在于：1）地理位置上雄安位于京津经济带的明显“洼地”

之处，疏解北京“大城市痼疾”的战略之举；2）对标 80 年代深圳、90 年

代浦东，雄安新区是最高领导人面对旧体制痼疾造成五年经济增速下行压力

“倒逼”，同时权力集中后，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破冰“支点”，3）更深刻的

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的国家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是贯穿央企整合、供给

侧去产能等重大改革背后逻辑。不可低估“自上而下”推动意志及雄安基建

等国家投入的规模。雄安主题是“千年之机”还是“一日游”行情？1）从

2013 上海自贸区落地看区域政策出台后市场持续性：8 月 22 日后 5 天，

10 天，30 天主题相对收益率：27.49%、65.73%、85.18% 2）从 2017 1 

月 17 日，习总宣布一带一路论坛，此后 10 天、20 天、30 天的主题相对收

益分别为：5.00%，15.25%和 13.05%。结合周一的相关概念股集体封板，

我们认为短期已经点燃市场炒作热情，虽然部分概念股盘中一度打开涨停，

但龙头依然有望出现一波较强的升幅，不过提醒投资者不宜过于追涨非龙头

品种。另外，需要关注的风险方面则是：信用风险事件还会发酵多久？ 上

周媒体报道齐星集团有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导致大量银行贷款到期无法偿

还，此前天信集团也陷入破产重整。因西王集团对齐星集团合计担保 29 亿

元，同时近期境外机构发布宏桥看空报告，引起投资者对同一个地区的齐星

集团、西王集团和宏桥魏桥系的担忧。债券市场表现来看，市场对相关企业

的风险定价分歧加大，负面情绪或进一步发酵，投资者应关注风险。从技术

面来看，周一大盘跳空高开后强势震荡上行。量能略有放大，短期可看高一

线。 
  
  
  

 
 

操作建议 

 市场强势上攻，建议激进投资者可关注雄安概念、券商等，稳健投资者维持

五成左右仓位。  

 
 

重要指数 

昨日外盘。道琼斯上涨 0.73%，纳斯达克上涨 0.60%，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63%，美元指数收报 99.69，原油收报 48.37，美 COMEX黄金收报 1251。 
 

要闻点评 

 

 

中国联通 AH股今日临停 消息称准备混合制改革公告 

 

中国联通 AH股今早临停，联通 5 日发布公告称，今日起临停，拟披露重要

事项。据媒体称，中国联通准备混合制改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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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 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两家运营商在北京联合发布推广六模

全网通终端的行动计划。据了解，这是进一步落实提速降费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点评：混改概念股有望卷土重来 

 

 

 

 

 

 

 

 

仓位等级说明： 

高仓位                                            仓位指数为 80%以上 

较高仓位                                        仓位指数 60%-80%之间 

中等仓位                                        仓位指数 40%-60%之间 

较低仓位                                        仓位指数 20%-40%之间 

低仓位                                           仓位指数 2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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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权归“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

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

的其他方式使用。经过书面授权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

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产生基于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对由于该等问题产生的一切责任，国金证券不作出任何担保。且本报告中

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可能会随时调整。 

客户应当考虑到国金证券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而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

素。本报告亦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任何人作出邀请。国金证券未有采取行动

以确保于此报告中所指的证券适合个别的投资者。国金证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

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报告本身、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意见也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

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国金证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国金证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

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国金证券及其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布之前已经使用或

了解其中的信息、所载资料或意见。 

本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故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国金证券的立场，且收件

人亦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国金证券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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