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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Table_ViewpointTitle] 
核心观点 

A 股周五震荡收涨，上证指数涨 0.71%报 3310.01 点，深证成

指涨 1.27%报 13637.88 点，创业板指涨 1.89%报 2795.4 点；

两市成交额 1.15 万亿元，连续 3 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北向资

金净卖出 19.03 亿元；除国防军工外所有一级行业均上涨，

休闲服务和科技行业领涨。本周，上证指数累计涨 3.5%，深

证成指涨 5.4%，创业板指涨 6.4%。 

海外方面，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高，道指涨 0.44%报 26428.32

点，标普 500 指数涨 0.77%报 3271.12 点，纳指涨 1.49%报

10745.28 点，大型科技股多数收涨，苹果涨 10.47%超越沙特

阿美重回全球市值最大公司宝座；欧洲、亚太股市多数下跌。 

7 月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报 51.1 继续扩张，非制造业 PMI 报

54.2 略有回落，表明经济总体仍位于平稳修复之中。7 月 31

日央行发布公告决定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 2021 年底，延期

一年，此次决定符合市场预期，利好银行、房地产等行业，

但自 18 年 4 月资管新规正式发布至今，资管行业整体在两年

多的时间内转型进度大约完成一半，这次延期后整改可能提

速，存量理财仍将面临较大整改压力。行业配置方面：1、关

注休闲服务、家用电器、农林牧渔等消费行业，内需消费下

半年上升空间较大，复苏确定性较高；2、关注景气度上行的

建筑材料、化工周期行业；3、关注房地产等低估值蓝筹股。 

 

[Table_NewsTitle] 
财经要闻 

精选层开市首周平稳运行 成交额占新三板市场 76.48%  

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一年 中小银行转型获“喘息” 

证券集体诉讼步入实操阶段 

新三板公开发行可“保荐+直投” 突破投资比例、时点限制 

 

 

[Table_ InternalMarket] 国内市场表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幅% 

上证指数 3310.01 0.71% 

深证成指 13637.88 1.27% 

沪深 300 4695.05 0.84% 

中小板指 9087.86 1.59% 

创业板指 2795.40 1.89% 

上证 50 3249.34 0.55% 

上证 180 9612.92 0.59% 

上证基金 7207.43 0.74% 

国债指数 182.55 -0.02% 

 

[Table_ ExternalMarket] 国际市场表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幅％ 

道琼斯 26428.32 0.44% 

S&P500 3271.12 0.77% 

纳斯达克 10745.27 1.49% 

日经 225 21710 -2.82% 

恒生指数 24595.35 -0.47% 

美元指数 93.4841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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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ViewpointDetail] 
核心观点 

市场回顾 

A股周五震荡收涨，上证指数涨 0.71%报 3310.01 点，深证成指涨 1.27%报 13637.88点，

创业板指涨 1.89%报 2795.4点；两市成交额 1.15万亿元，连续 3个交易日突破万亿；

北向资金净卖出 19.03亿元；除国防军工外所有一级行业均上涨，休闲服务和科技行业

领涨。本周，上证指数累计涨 3.5%，深证成指涨 5.4%，创业板指涨 6.4%。海外方面，

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高，道指涨 0.44%报 26428.32点，标普 500指数涨 0.77%报 3271.12

点，纳指涨 1.49%报 10745.28点，大型科技股多数收涨，苹果涨 10.47%超越沙特阿美

重回全球市值最大公司宝座；欧洲、亚太股市多数下跌。 

今日观点 

7月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报 51.1继续扩张，非制造业 PMI报 54.2略有回落，表明经济

总体仍位于平稳修复之中。7月 31日央行发布公告决定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 2021年

底，延期一年，此次决定符合市场预期，利好银行、房地产等行业，但自 18年 4月资

管新规正式发布至今，资管行业整体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转型进度大约完成一半，这次延

期后整改可能提速，存量理财仍将面临较大整改压力。行业配置方面：1、关注休闲服

务、家用电器、农林牧渔等消费行业，内需消费下半年上升空间较大，复苏确定性较高；

2、关注景气度上行的建筑材料、化工周期行业；3、关注房地产等低估值蓝筹股。 

 

（策略研究小组：徐飞 执业证书编号：S0270520010001） 

[Table_NewsDetail] 
财经要闻 

精选层开市首周平稳运行 成交额占新三板市场76.48%  

新三板精选层开市第一周，首批32只个股在经历大面积破发、全线大涨、涨跌分化等走

势后逐步走向平稳。据记者梳理，这一周新三板市场成交118.34亿元，环比增加286.21%；

精选层成交90.51亿元，占新三板市场76.48%，整体运行平稳。（证券时报） 

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一年 中小银行转型获“喘息” 

资管新规全面延期“靴子”终于落地。7月31日，来自央行官网消息显示，《关于规范金

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谈及资管新规延长原因，央

行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适当延长过渡期，能够缓解疫情对资管业务的影响，

有利于缓解金融机构整改压力，也为金融机构培育规范的资管产品提供宽松环境。 

证券集体诉讼步入实操阶段 

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规则7月31日基本出齐，自此，集体诉讼进入实操阶段，投资者可依

法启动集体诉讼程序。资本市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犯罪行为将难逃

巨额索赔。（中国证券报） 

新三板公开发行可“保荐+直投” 突破投资比例、时点限制 

近日，证监会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机构类第1号》，明确在新三板公开发行中先

行先试“保荐+直投”的制度创新，放开有关投资比例及投资时点的限制。投行人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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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有利于增强市场的买方力量，提高投资者参与新三板的便利性，完善证券公司的

新三板业务链条。（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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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执业态度，独立、

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

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制作及发布。 

本晨会纪要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晨会纪要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同时，本公司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

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晨会纪要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本公司会适时更新我

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除了一些定期出版的报告之外，绝大多数研究报告是在分析

师认为适当的时候不定期地发布。 

在任何情况下，本晨会纪要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

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

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晨会纪要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

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晨会纪要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过去的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表

现，未来的回报也无法保证，投资者可能会损失本金。外汇汇率波动有可能对某些投资的价值或价格或来

自这一投资的收入产生不良影响。 

那些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在任

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晨会纪要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

行承担风险。 

本晨会纪要主要以电子版形式分发，间或也会辅以印刷品形式分发，所有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

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发或公开传播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

将报告内容作为诉讼、仲裁、传媒所引用之证明或依据，不得用于营利或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用途。 

如需引用、刊发或转载本报告，需注明出处为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

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未经我方许可而引用、刊发或转载本报告的,引起法律后果和造成我公司经济

损失的,概由对方承担,我公司保留追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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