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影响有限，中报预期助推市场动能
6 月国内市场回顾与展望
6 月 A 股所有主要市场指数全部下跌。市场整体做空情绪浓厚，中美贸易摩
擦的不确定性和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市场情绪。上证综指全月下跌 8.01%，上
证 50 下跌 6.71%，中小板下跌 8.73%，创业板指下跌 7.86%。
从行业的涨跌幅来看，6 月份所有板块均下跌，金融和周期板块相对跌幅较
小，成长板块下跌幅度较大。银行和非银金融分别下跌 6.88%、6.95%，在所有
行业中跌幅相对较小。此外跌幅较小的还有煤炭、钢铁和家电板块，分别下跌
1.77%、2.24%和 4.37%。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商贸零售、通信和综合，分别下跌
15.29%、14.90%和 13.88%。
表 1：6 月 A 股主要指数表现
指数

本月收盘

上月收盘

涨跌幅（%）

上证综合指数

2,847.42

3,095.47

-8.01

深证综合指数

1,607.62

1,767.55

-9.05

沪深 300 指数

3,510.98

3,802.38

-7.66

上证 50 指数

2,479.91

2,658.29

-6.71

中小板指

6,477.76

7,097.42

-8.73

创业板指

1606.71

1743.74

-7.86

数据来源：Wind，汇丰晋信基金管理公司，截至 2018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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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及财新 PMI 走势略低于前值，维稳扩张区间

6 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51.5，较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略低
于市场预期，连续 23 个月于荣枯线上方。分类指数可看出政策及需求端所带来
的影响。从价格指数来看，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标和出厂价格指标同步回升，产成
品库存小幅回升，但仍位于荣枯线以下，企业继续被动去库存。从企业规模看，
大型企业保持扩张，中型企业开始收缩，小型企业萎缩放缓，行业集中度在继续
上升。内外需求指数双降，新订单指数 53.20，回落 0.6 个百分点，显示国内需
求扩张速度放缓；新出口订单指标为 49.80,较 5 月下降 1.40 个百分点,显示国
外需求走弱，主因为中美贸易摩擦所引起的出口下行隐忧。生产指标则录得
53.60，较 5 月下落 0.5 个百分点，显示生产复苏有所放缓但仍处于扩张区间。
整体指数回落主要受需求放缓影响，国内方面地方政府去杠杆和紧信用并行，基
建出现断崖式下跌,融资难的问题难以解决。
6 月财新制造业 PMI 录得 51.0，微降 0.1 个百分点，走势和国家统计局制造
业 PMI 基本一致，连续 13 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显示制造业继续小幅改善。中国
制造业产出、新订单总量增速皆温和增长。其中，产出增速升至四个月最高，但
受海外市场需求低迷影响，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位于收缩区间，6 月创下
年内新低。通胀压力有所抬头，6 月原材料购进平均价格创下五个月内最高涨幅，
中国制造商成本负担大幅上升。受访厂商表示，成本上升主要与钢铁等原料涨价
有关，因此继续上调出厂价格，加价幅度创去年 9 月以来最高。

图 1：统计局 PMI 录得 51.5 ，财新 PMI 录得 51.0

数据来源: Wind ，截至 2018 年 7 月 3 日

 CPI 低位平稳运行，PPI 同比增幅扩大
5 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 1.8%，持平上个月，低位平稳运行。
从同比看来，食品价格上涨 0.1%，影响 CPI 上涨约 0.01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以
及鲜果的降幅明显扩大，拖累食品价格表现。
5 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4.1%，上升 0.7 个百分点,
增幅进一步扩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油加工、黑色冶炼加工、造纸及纸制品
和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增幅靠前。除石油开采和加工业近期大幅上涨，年初以
来造纸及纸制品、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环比增速持续为正，涨幅明显。
展望 6 月，油价涨幅近期已经趋缓，供需收缩，国内大宗价格也难以进一步走强，
但低基数下 PPI 在 6 月仍有反弹空间。随着 7 月 PPI 基数的抬升，和 CPI 剪刀差
将重回收敛。

图 2：CPI 同比上涨 1.8%，PPI 同比上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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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 截至 2018 年 7 月 3 日

7 月 A 股市场展望
美国中期选举为贸易战关键时点
中美贸易争端的反复、持续性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估
计 7 月 6 日美方对中方 340 亿美元出口产品征税的实际影响有限，即使美方进一
步扩大关税范围，对总计 500 亿美元市值的商品加征关税，预计影响中国实际
GDP 增速仅 0.1 个百分点，判断目前市场冲击主要还是情绪大于基本面居多。而
接下来 2 个月为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时间，为获得选票支持，特朗普或将持续操
作贸易战议题，故中美双方的博弈仍有待观察。
虽然中美贸易紧张关系未解，但中国在多边贸易及合作仍持续推展。李克强
总理在回答关于法方与中方企业开展高新技术合作的问题时表示，中方张开双臂
欢迎法方企业加强对华高技术领域合作；中方将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绝不允许强
制转让技术；以及，中方正在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为外国企业家、商务人士来
华开展业务提供更多便利。
中性货币政策，人民币维稳合理区间
在去杠杆的背景下，今年以来流动性趋紧，除了反映在货币市场的增速趋缓
外，实体经济也出现企业违约及股权质押等信用风险上升的状况，六月份针对房
地产市场的流动性也进一步的收紧—上收棚改项目贷款审批权。进入 7 月，市场

机会将会增多，货币政策边际放松，央行实行年内第三次定向降准，流动性边际
改善，十年国债利率下行击穿 3.5%关键点位。市场对信用风险的担忧将会边际
削弱，对股权质押担忧也有望降低。现阶段货币政策呈中性，无大幅调控迹象，
可持续关注政策与经济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在货币边际宽松的同时，人民币却呈现跌势，促发市场担忧流动性及汇率两
难的局面，甚至部分投资者开始担忧类似 2015 年底和 2016 年初时资本外流对股
市流动性造成冲击。但观察 2015 年 8 月汇改当时的两融余额占 A 股流通市值比
达 3%以上，相比目前水位约 2.3%，绝对值相差 4000 多亿人民币，判断单纯流动
性对整体股市的影响将降低许多。
目前央行开始密切关注人民币波动，另一方面本轮人民币贬值幅度已经基本
跟上美元指数的升值幅度，加上中美利差开始走稳，判断人民币贬值压力基本已
充分释放。而以 A 股目前的跌幅超越各新兴市场的形势来看，估计也已消化汇率
贬值的冲击。
中报业绩预期有望改善市场情绪
7 月将会逐渐进入业绩披露期，从统计局数据来看，工业企业盈利仍较强劲，
新兴领域如云计算、新能源汽车、半导体、军工、创新药等领域业绩有望改善，
中报有助于提高市场情绪。
估值方面，随着前期市场的大幅下调，A 股本身估值也已经回落到较低位置。
当前估值已经接近 2014 年牛市启动前的位置。随着市场的恐慌情绪逐步褪去，
市场有望迎来反弹。
短期来看,贸易战和去杠杆担扰有所减弱，显现市场情绪有所回升，而短期
政策维稳和流动性宽松预期等使得市场风险偏好可能延续回升。中期来看，政策
对成长股的支持不改。

债市方面回顾：
6 月债市收官大涨，国债期货在最后一个交易日创 14 个月新高。具体来看，
6 月债市先跌后涨，上旬债市调整，长短端利率均出现调整；到了中下旬，债市
利多因素增加。从基本面来看，各项经济金融数据利好债市；从政策面来看，央
行宣布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未跟随美国加息，公开市场加码，
六月末宣布定向降准，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和央行货政委均指出要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再加上贸易战升温，资金平稳跨过半年末，债市持续上涨。
截至 6 月 29 日，1 年期国债收于 3.16%，较 5 月末上行 1 个基点；10 年期
国债收于 3.48%，较 5 月末下行 14 个基点。1 年期国开债收于 3.68%，较 5 月末
下行 20 个基点；10 年期国开债收于 4.25%，较 5 月末下行 17 个基点。此外，20
年国开债收益率下行 7 个基点至 4.71%，20 年国债收益率下行 11 个基点至 3.81%。
展望下月，我们认为目前货币政策已经转向中性偏松，未来货币市场流动性
将持续充裕，但也绝不会回到大水漫灌的老路。与此相应，我们认为本轮利率债
的牛市仍将继续，但仍将保持慢牛格局。此外在银行资本金、企业存款下降、MLF
抵押品机制发挥作用等问题解决之前，信用紧缩的风险将继续存在，信用债配置
仍需以高等级为主，对中低等级需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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