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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A 股再现二八走
势，保险、银行等权重股表现强
势，而题材股集中的中小创板块
则 大 跌 。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跌
0.54%，深成指跌 1.35%，创业板
指跌 2.97%创近 5 个月新低。盘
面上，保险板块涨近3%。值得一
提的是，昨天银行股高开高走，
整体涨幅近1%，资金流入迹象明
显。

实际上，进入 2018 年，银行
板块上攻欲望强烈，且多次上演
护盘主力军的角色。数据显示，
2018年以来，银行板块整体涨幅
已达到 5.74%，甚至高于保险板
块的 5.66%。也因此，在市场热
点贫乏，白马股后劲不足的情况
下，该板块给市场带来一定的想
象空间。

为何银行股持续上涨

首先，银行板块有较好的基
本面支撑。天风证券分析师廖
志明就认为，在资产质量持续向
好、息差或稳中略升的双轮驱动
下，银行整体业绩改善趋势明
确。廖志明表示，过去两年，市
场增量资金主要来自外资、险资
和银行理财，增量资金稳健的价
值风格决定了市场风格。而在
市场投资风格更趋价值型、银行
板块基本面持续向好共振之下，
2018 年板块估值中枢有望进一
步提升。

其次，银行盈利回升，市场
信心增强。目前，浦发银行、常
熟银行已公布 2017 业绩预告。
其中浦发银行发布的 2017 年度
业绩快报显示，该行去年实现营
业收入 1686.19 亿元，同比增加
78.27亿元，增长4.87%；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2.40亿元，
同比增长2.15%。截至2017年年
末，浦发银行资产总额 61350.61
亿元，较去年年初增长 4.74%。
截至 2017年年末，该行不良贷款

率 2.14%，较去年年初上升 0.25
个百分点。常熟银行 2017 年度
业绩快报显示，该行去年实现营
业总收入为 49.48 亿元，增幅达
10.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2.67 亿元，同比增长
21.71%。均好于市场预期。

再次，从估值角度分析，最
新数据显示，目前银行板块估值
水平仍然较低。25 家银行平均
1.0倍2018年PB。估值中枢上行
空间较大。而值得注意的是，
2018年以来，H股银行涨幅远超
A股，中信、农行、招商股价上涨
超过8%，亦反映外资对于银行基
本面向好的强烈认同。

最后，在一系列监管新政落
地之后，社会资金会重新配置，
银行股更受青睐。中泰证券分
析师戴志锋认为，在监管之下，
银行的实际杠杆率受到明显限
制，银行体系对社会融资的整体
供给能力下降。近期，供给端收
缩，有助于银行提升贷款利率。
而且，监管之后，社会大类资金
会寻找新方向。股市是为数不
多的选择，该类资金预计更青睐
于低估值的蓝筹。以银行为例，
银 行 PB 目 前 1 倍 ，每 年 能 赚
13%-15%；社会大类资金流入银
行股，会提升银行股PB到1.2倍。

2018年银行股投资策略

如今银行股已经启动，并且
积累一定涨幅，那么现在是否错
过最佳投资窗口？对此戴志锋
认为，银行资产质量望继续稳健
向好，净息差也继续企稳修复，
但弹性不大。这就注定银行基
本面上升的幅度不会很快，但持
续时间会超预期。这是与中国
经济L形和银行业本身的属性是
相关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目前
银 行 板 块 仍 是 值 得 投 资 的 品
种。具体方向上，戴志锋建议把
握下面几条主线：

1、大型银行是配置盘，基本
面最确定。金融供给侧改革对
其有利，大银行基本面确定：负
债端有优势；资产端没有劣势。
估值不贵，是重要的基本配置
盘。

2、拥抱银行板块的核心资
产。优质银行罕见，稀缺性会使
它们估值继续提升。

3、中小银行的投资面见底，
基本面未来见底、改善的品种，
会有较大弹性。中小银行今年
股价走势和目前估值已反映负
面预期；中小银行目前包含这种

“改善的期权”。
证券时报网

保监会日前在官网发布风
险提示，特别点名互联网平台销
售的“恋爱险”并非保险产品。

近期，媒体报道有互联网平
台销售公众人物“恋爱险”（如

“鹿晗恋爱险”），以在一定期限
内公众人物是否保持恋爱关系
为赔付条件。经核实，公众人物

“恋爱险”并非保险产品，不符合

《保险法》规定，也不是由保险机
构开发和销售。消费者购买公
众人物“恋爱险”，会面临缺乏法
律保障的风险。

为使广大保险消费者更好
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提示您：

保险消费者要提高警惕，谨
防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平台发

布的虚假保险产品、项目；购买
保险时，认真核实是否由保险机
构提供保险服务，仔细阅读保险
合同、了解保险保障内容，注意
识别真假保险，选择合法保险产
品。如果遭遇以保险为名实施
的赌博、诈骗，请尽快向公安机
关报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央视

互联网平台售“鹿晗恋爱险”
保监会：伪保险产品 缺乏法律保障

15 日,上证综指结束十一连
阳出现回调,但保险、银行等权重
金融股表现强势。创业板指数跌
近 3% ,创下 2017 年 7 月以来新
低。

当日,上证综指以 3428.95点
开盘,全天窄幅震荡,最终收报
3410.49点,较前一交易日跌18.45
点,跌幅为0.54%。

深证成指收报 11307.46 点,

跌154.53点,跌幅为1.35%。
创业板指数当日下跌 2.97%

至 1732.62 点; 中 小 板 指 数 跌
2.01%至7599.96点。

伴随指数回调,沪深两市个
股多数下跌,上涨品种仅 460 只,
下跌品种为 2870只。不计算 ST
股和未股改股,两市近 30只个股
涨停,其中 1 只新股挂牌上市,首
日涨幅为约44%。

从板块概念来看,保险、开采
辅助、住宿餐饮涨幅居前,涨幅均
超过 2%;中科院系、芯片概念、大
飞机跌幅居前,跌幅在4%以上。

沪深B指也以绿盘报收。上
证B指跌 1.18%至 341.38点,深证
B指跌0.95%至1190.92点。

当日,沪深两市成交量放大,
分别成交 2863亿元和 2993亿元,
总量近6000亿元。 新华社

沪指结束十一连阳 创业板指数跌近3%

昨天，有媒体从接近投行的
知情人士处获悉，业内普遍认为
小米将带来一场近年来全球最
受瞩目的 IPO，有数十家中外投
行参与了这场激烈的承销商资
格竞逐。上述知情人士透露，目
前已有高盛、摩根士丹利、瑞信
和德银率先抢得入场席位。

不仅全球多家大名鼎鼎的
投行参与到小米 IPO 承销资格
的激烈角逐中，而且投资圈也纷
纷看好小米。

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
称，超过10家西方和中资银行参
与争夺。他们表示，相比纽约，
小米更倾向于在香港上市，因为
香港散户投资者熟悉小米的产
品及小米创始人雷军。

除了各大投行看好小米上
市的前景。一些高层管理人员
希望估值能达到1000亿美元。

记者注意到，小米上一轮融

资发生在 2014 年，当时估值 450
亿美元。2017 年 6月，雷军曾在
办公室会晤了曾多次投资小米
的世界顶级投资人尤里·米尔纳
（Yuri Milner）。米尔纳曾表示，
小米公司的估值还有望再翻一
倍以上，达到1000亿美元。

此外，一些投行对小米的估
值甚至超过1000亿美元，以目前
中间价测算，约为6540亿元人民
币。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雷军
为小米科技的第一大股东，股权
比 例 为 77.8022% 。 如 果 上 述
1000亿美元为投前估值，那么持
股比例为 77.8%的雷军身家将超
过 778 亿美元（约 5020 亿元）成
为中国首富。

据福布斯数据，目前中国首
富为许家印，身家为 2813.5亿元
人民币。

每日经济新闻

传小米找到4家 IPO承销商
雷军有望成为中国新首富

中国人民银行 15 日在公开
市场开展了 1500 亿元逆回购操
作，同时还开展了 1年期中期借
贷便利（MLF）操作3980亿元，共
计向市场投放流动性5480亿元。

记者从央行公开市场业务
操作室了解到，目前处于税期高
峰，叠加金融机构缴存法定存款
准备金、央行逆回购和MLF到期
等因素，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降
幅较大。为对冲这些因素的影
响，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
定，在考虑商业银行灵活有序使
用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CRA）
基础上，央行 15 日进行了逆回
购＋MLF操作。

15 日开展的逆回购中，7 天
期 800亿元，中标利率 2.50％；14
天 期 700 亿 元 ，中 标 利 率
2.65％。当日开展的1年期MLF
操作，操作利率为 3.25％。资金
利率与以往持平。

从2017年12月22日到2018
年 1 月 9 日，央行在公开市场连
续按兵不动，2018 年 1 月 11 日、
12 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Shibor 隔 夜 利 率 一 度 突 破
2.8％。随着 1 月 15 日央行加大
流动性投放力度，Shibor 隔夜利
率小幅回落到2.8％以内。

新华社

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5480亿元

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的意见》。《意见》强调，
要拓宽深度贫困地区直接融资
渠道。对深度贫困地区符合条
件的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加
快审核进度，适用“即报即审、审
过即发”政策。

支持深度贫困地区符合条
件的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实行“专人对接、
专项审核”，适用“即报即审，审
过即挂”政策，减免挂牌初费。
对深度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企

业发行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
的，实行“专人对接、专项审核”，
适用“即报即审”政策。

支持深度贫困地区符合条
件的企业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扶贫票据、社会效应
债券等债务融资工具筹集资金，
实行会费减半的优惠。创新发
展保险产品，加大深度贫困地区
保险密度和深度，到 2020 年底，
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群医
疗补充保险广覆盖，政策性农业
保险乡镇全覆盖。

中国网

央行：
深度贫困地区
符合条件企业 IPO将加快审核

大类资金下一站是银行股？
机构建议把握三条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