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证券

名称
N深信服

海翔药业

天宝食品

双成药业

大东海A

盐津铺子

名称
日月股份

湖南盐业

药明康德

亚普股份

如通股份

中广天择

收盘价
43.30

5.56

7.76

7.23

11.31

31.20

收盘价
22.19

20.78

55.09

27.06

18.71

30.71

涨幅（%）
44.00

10.10

10.07

10.05

10.02

10.01

涨幅（%）
10.01

10.01

10.00

10.00

9.99

9.99

名称
赛为智能

英派斯

金龙机电

中富通

彩讯股份

三丰智能

名称
上柴股份

网达软件

天成自控

凌云股份

日出东方

宁波海运

收盘价
9.17

32.04

11.25

35.20

55.22

14.43

收盘价
14.21

19.55

27.23

12.33

6.16

4.66

跌幅（%）
-10.01

-10.00

-10.00

-8.60

-7.89

-7.74

跌幅（%）
-10.01

-9.70

-9.35

-8.46

-8.06

-7.17

名称
京东方Ａ

罗 牛 山

东旭光电

海特高新

东方财富

怡 亚 通

名称
农业银行

奥瑞德

工商银行

华能水电

中国联通

紫金矿业

收盘价
4.36

12.47

8.28

13.52

14.48

7.58

收盘价
3.85

7.35

6.00

3.50

5.80

3.96

成交额（万）
199834

214560

101117

134196

139728

71385

成交额（万）
105438

160649

96463

47747

75822

50499

名 称
神州易桥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盐湖股份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正平股份

青海华鼎

收 盘 价
8.860

7.180

13.470

12.700

7.750

4.480

10.270

12.380

5.820

涨跌幅（%）
-2.10

-1.37

+1.43

-2.16

0.00

-1.54

+1.28

0.00

+0.87

成交量（手）
102693

152404

24440

167055

6791

40670

47900

0

12184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15 日凌晨，MSCI 公布首批 234 只
A股被纳入MSCI指数体系，6月1日起
生效。根据当天发布的公告，MSCI将
分两步将234只中国A股纳入MSCI中
国指数、MSCI 新兴市场指数等体系。
第一步定于6月1日实施，纳入比例为
2.5％，纳入完成后中国 A 股市值占
MSCI 中国指数、MSCI 新兴市场指数
权重将分别达到 1.26％、0.39％；第二
步将于 9 月实施，纳入比例将提高至
5％。

市场
AA股对股对““入摩入摩””反应平淡反应平淡

美国明晟公司（MSCI）又称摩根士
丹利资本国际公司，15 日公布半年度
指数审议结果，234只A股被纳入MS-
CI指数体系，纳入因子为2.5%，今年6
月1日起生效。8月季度评审预计将纳
入因子提升到5%。

据了解，A股初始纳入的权重并不
算高。MSCI 亚太区执行董事暨中国
区研究部主管魏震表示，这主要是由两
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初始纳
入的时候，只考虑大盘A股，中盘、小盘
暂不考虑。这其中的主要背景是很多
海外机构还没有进行A股操作的经验，
所以第一步加入的名单比较少。加入
那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大盘股，可能对海
外投资者的操作带来一些便捷。

第二个原因，这个纳入因子的概念
主要是为了加入A股的流通市值时在
市场里做一个缓冲，一次性加入的流通
市值不要太大，对新兴市场指数不要一
次性的影响过大。中国A股事实上在
今年5月底之后，就会从零到有的纳入
过程，这对全球新兴市场投资者来说，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

沪指 15 日延续稳步反弹态势，收
盘小幅上扬0.57%，收报3192.12点，向
3200点发起冲击；创业板指走势更强，
收盘大涨1.48%，收报1858.01点。两市
合计成交3781亿元。行业板块多数收
涨，次新股强势领涨。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外资和公募基
金在去年已经开始布局，所以短期对A
股的影响不会很明显。

追访
千亿资金将陆续入市千亿资金将陆续入市

今年4月广发证券预计，纳入MSCI
指数后，6月1日前后或将给A股带来
1000亿元的海外资金。中金公司则认
为，在5%的纳入比例下，A股在MSCI全
球、新兴市场、亚洲市场指数的权重分别
为0.8%、0.1%、1.1%，考虑到全球追踪这
些指数的资产规模，估算MSCI纳入A股
带来的主动型和被动型潜在资金合计流
入规模约为212亿美元。

平安证券认为，尽管MSCI纳入于
6 月 1 日实施，并将在 9 月 3 日正式生
效，但是今年 4 月以来，北上资金已开
始呈现加速流入的迹象，在金融开放市
场化以及制度化的双重推动下，A股市
场的全球配置价值在逐渐显现，人民币
资产配置经历从无到有，全球资金的陆
续进场是大势所趋。

摩根大通亚太地区副主席李晶
此前表示，MSCI 首次纳入 A 股后将
有更多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被纳入，
带动 66 亿美元资金被动配置 MSCI
中国指数所涵盖的股票。预计主动
配置带来的资金将是被动配置的 5
倍。整体配置中国股票的资金将达
到 400 亿美元。

关注
银行等三大行业公司数量最多银行等三大行业公司数量最多

市场分析称，被纳入MSCI指数体
系的成分股，分行业来看，属于银行、非
银金融、医药生物等三大行业的公司数
量最多，分别为20家、30家、18家。从
公司市值占比来看，最高的属于银行
业，占比高达 31.47%；其次是非银金
融，占比达 13.04%；食品饮料排第三，
占比为6.74%。

外资对哪些个股兴趣浓厚呢？数
据显示，截至上周末，北上资金对22只
个股的持股市值超过50亿元，其中，对
贵州茅台、海康威视、美的集团等13只
白马股的持股市值超过 100 亿元。从
持股占比来看，北上资金持有 16 只个
股超过其流通股本10%，其中上海机场
持股占比高达31.89%。

一季报数据显示，QFII持股市值增
长最快的是贵州茅台，单季增加 15.27
亿元（同期茅台下跌近2%）；其次是建设
银行，单季增加 10.37 亿元（同期上涨
0.91%）；宁波银行、青岛海尔、泰格医药
等个股紧随其后。

趋势
蓝筹行情将开启蓝筹行情将开启？？

随着时间表和纳入标的的进一步
确认，不少A股机构投资者已经提前布
局。申万宏源数据显示，国内基金2018
年以来布局MSCI指数相关产品呈现加
速态势。当前布局MSCI相关指数基金
发行数量达到13只，其中华安和华夏的
两只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基金布局较
早，2018年新增相关基金发行数量为11
只，已募集总份额为114亿。

针对市场期盼的蓝筹行情能否出
现，兴业证券研究认为，中长期资本市
场开放推动 A 股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随着更多的海外投资者加入到A股的
投资中，中期蓝筹龙头的价值重估趋势
不容小觑。长期来看，资本市场对外开
放是大势所趋，将逐步改变A股游戏规
则。

招商策略表示，通过数据实证，居
民整体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在增加，整体
消费仍在“升级”。继续看好医疗保健
和大众消费品牌全年的投资机会，包括
食品、纺织服装、日用消费品、药房、
OTC药品等。

影响
““入摩入摩””不会决定不会决定AA股长期走势股长期走势

光大证券称，MSCI 不是救世主，
短期助力反弹，长期不改走势。纳入
MSCI指数对A股市场5月走势有积极
影响，但不决定长期趋势。跟踪MSCI
的160亿美元中，只有10亿美元是挂钩
跟踪型的指数基金，考虑到参考跟踪型
基金的择时规律，在当下A股估值偏低
的背景下，5月依然有可能有数百亿的
资金流入A股。在当前A股市场情绪
偏弱的情况下，增量资金的入市对于5
月的市场走势是有积极影响的。

国金证券认为，A股纳入MSCI新
兴市场指数后，国外机构投资者将更广
泛地参与到A股市场，一方面促进A股
的国际化；另一方面提高A股机构投资
者的比例，改善投资者结构，倒逼市场
制度和规则的进一步成熟、完善等。此
外，A股纳入MSCI将推动全球资金对
中国资产的配置，从而能够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并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
位。 据《北京青年报》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吴黎华）5月
15日晚间，江中制药集团控股的国有上市公司江
中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正筹划收购华润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下属华润江西医药有限公司控股权，
江西南昌桑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控股权、江西南
昌济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控股权。本次资产收
购事项预计将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种种迹象显示，资本市场正在成为国有企
业深化改革的重要阵地。WIND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2017年以来，沪深两市共计发生涉及国
有上市企业的重大重组事件152起（含失败），涉
及交易总体价值10003.1亿元。

上述 152 起重大重组事件中，规模较大的

有国电电力与中国神华各以资产出资组建合
资 公 司 、*ST 济 柴 收 购 中 油 资 本 100% 股 权
等。目前已完成的有 84 起，失败的有 25 起，
其余正处于董事会预案等阶段。

2018 年仍将是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高峰
期。5 月，重庆百货的控股股东重庆商社（集
团）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河
南，郑煤集团与河南投资集团电力板块资产重
组工作将成为今年的工作重点。天津产权交
易中心5月14日公告称，天津市国资委集中组
织相关市属集团，在去年组织项目推介的基础
上，今年聚焦一级集团混改，选取了 20 个大集
团广泛征集意向投资者。

千亿资金入市已进入倒计时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许晟 潘清
汪奥娜）A股年报数据近期基本发布完毕，今年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突破万亿元大关，创下历史
新高。但整体看，A股上市公司分红预期还不
够稳定，且仍有一小部分“铁公鸡”坚持不分红。

截至 4 月末，沪深两市共有 3522 家上市公
司披露 2017 年度业绩报告。其中 2699 家发布
现金分红预案，合计派现1.13万亿元。除了这
个令人心动的数字，上市公司分红数据还透露
出哪些值得关注的动向？

“现金牛”多了。上交所数据显示，2017
年沪市上市公司年报拟分红总额达到 8111 亿
元，明显高于上年度的 6823 亿元，其中分红比
例超 50%的有 194 家。中国神华、福耀玻璃等
370 余家公司连续三年分红比例均在 30%以
上。

深市上市公司今年拟分红金额3200亿元，

同比增加 62%，分红家数占市场总企业数近
77%。在万科、美的、深赤湾、宁波银行等多家上
市公司坚持分红同时，“现金牛”队伍持续扩容。

“铁公鸡”少了。不少过往不分红的企业也
开始分红了。沪市 2014 年至 2016 年三年间未
进行现金分红的199家公司中，38家在2017年
披露现金分红方案，其中20家现金分红比例超
过30%。

在深市，此前连续 9 年未分红的金路集
团 2017 年推出每 10 股分红 0.4 元的方案。广
济药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1.1 元的分配议案，也让十年不分红的
广济药业摆脱了“铁公鸡”称号。

信诚资本基金经理杨仲华认为，2017年度
上市公司的利润整体增加，监管层对现金分红
的呼吁，都促使上市公司加大对中小投资者的
分红力度。

去年来国企并购重组涉及金额达万亿

A股现金分红创新高

新华社上海5月16日电（记者潘清）经历了
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反弹后，16日，A股回调，不
过，主要股指跌幅有限。与前一交易日相比，沪
深两市成交温和放大，总量超过4000亿元。

当日上证综指以3180.23点小幅低开，全天
在阴线区域弱势运行。盘中沪指摸高 3191.95
点后震荡走低，收报3169.57点，较前一交易日
跌22.55点，跌幅为0.71%。

深证成指收报 10701.32 点，跌 46.67 点，跌
幅为0.43%。

创业板指数收报1846.67点，跌幅为0.61%。
中小板指数收报7392.62点，跌幅为0.19%。

沪深两市大部分个股收跌，千余只个股上
涨。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30多只个
股涨停。

沪深B指延续涨跌互现格局。上证B指跌
0.20% 至 320.32 点 ，深 证 B 指 微 涨 0.03% 至
1106.95点。

与前一交易日不足3800亿元的总量相比，
沪深两市成交温和放大，分别为 1746 亿元和
2273亿元，合计超过4000亿元。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东京5月16日电（记者马曹冉 钱
铮）日本内阁府16日发布的数字显示，去除物价
因素后，2018 年第一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环比下滑 0.2%，按年率计算下滑 0.6%。
这是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日本经济首次出现负
增长。

第一季度日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内需
不振。由于汽油和生鲜蔬菜价格上涨以及实际
工资增长有限，当季日本消费开支增长停滞。
民间住宅投资下滑2.1%，为连续第三个季度下
滑。此外，民间设备投资下降0.1%。

从进出口来看，由于对亚洲市场智能手机

等产品出口下滑，第一季度日本出口仅增长
0.6%；进口增长0.3%，进出口增速均大大低于前
一季度。

数据还显示，2017 财年（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日本实际GDP增长1.5%，连续三年保持正
增长。

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茂木敏充当天表
示，日本经济温和复苏的基调没有改变。世界
经济持续复苏，外部环境向好；国内经济政策效
果逐渐显现，劳动力市场改善，居民收入提高。
但他同时指出，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国
内金融市场的变动需要密切关注。

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22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其龙 版面 / 素珍 校对/ 潇潇

A股回调 两市成交温和放大

日本一季度GDP两年多来首次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