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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面释放新信号 上涨行情进入第二阶段

朱斌

随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及其

对经济的定性， 市场未来所面临的政

策环境已经基本清晰。 行情将由前一

段时期的预期修复、情绪反转阶段，进

入到对于经济基本面预期提升的阶

段。在这一阶段，市场会反复出现对经

济数据的出炉与预期验证之间的调

整，因此，一季度以来快速单边上行的

行情将告一段落， 进入到由经济基本

面向上预期带来的震荡上行区间，直

到被经济拐点确认或去杠杆政策重新

出炉所打断。

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方面，

我们一直强调， 今年的宏观经济是前

高后低。上半年走势高于预期，下半年

走势低于预期。 上半年的预期差使得

市场向上， 下半年的预期差使得市场

承压。 随着一季度各项经济数据的出

炉， 经济的走势正在逐步验证我们的

预判。 一季度

GDP6.4%

的增速，明显

高于去年底市场一致预期的

6.2%

。对

于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判断， 我们再次

强调三个方面：其一，经济较为强劲的

表现，根本性动因来自于

2016

年以来

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同步复苏的尾声

力量，当前经济的整体状况一直是“将

弱未弱，将下未下”的状态，此前是市

场过于悲观了。其二，此轮经济的小复

苏周期始于

2018

年三季度。从拉动经

济的三驾马车来看， 在国际经济高位

弱平稳的状况下，出口上行空间不大。

而房地产去库存使得居民加足杠杆

后， 消费这块的增速基本呈现平稳缓

慢下行状况。 因此对经济周期波动影

响最大的就是投资领域。实际上，房地

产、制造业、基建就是投资领域的主要

内容， 这三项数据都从去年三季度开

始企稳并稳步抬升， 对经济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其三，未来经济存

在的是下行压力而非上行压力。 不论

是从各类中观的经济数据， 还是流动

性指标， 一般能维持

8-10

个月的上

行，到今年年中或者三季度见顶，之后

又有重新回落的压力。

在宏观政策层面， 政治局会议对

经济政策的审慎定调， 基本排除了人

造“水牛”的可能性。 此次政治局会议

有两大方面值得特别关注。其一，是用

“去杠杆” 替代 “六个稳”。 通过对比

2018

年以来历次以经济工作为主要

内容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我们可以发

现，中央在

2018

年二季度后期觉察到

了经济下行压力， 并在

2018

年

7

月

31

日、

10

月

31

日和

12

月

13

日的连

续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强调做好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

投资、稳预期”工作，三季度以后就未

再提“去杠杆”。 到了此次会议，“去杠

杆”被重新提及，“六稳”并未出现。 其

二，中央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通过“去杠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

志是十分坚定的， 对于结构性改革与

“稳增长”的内在逻辑关系也看得十分

清晰。此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

对于经济形势判断中， 有一句话值得

注意：“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 这其

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

体制性的，必须保持定力、增强耐力，

勇于攻坚克难”。 此话包含了三层含

义：其一，经济仍然有下行压力。 这意

味着虽然一季度

GDP

超预期，但是未

来仍然会下行，会低于

6.4%

，甚至下

滑到

6.3%

、

6.2%

都是有可能的。 这既

与中央此前调宽了

GDP

目标范围，由

6.5%

左右调整到了

6%~6.5%

的区间

相一致， 同时也相当于明确告诉了市

场， 经济的长期增速在今年一季度或

者二季度见底的想法可以休矣， 因为

经济若是一季度就见底， 那未来应该

是逐季走高， 全年就会明显达到或超

过

6.5%

， 这明显与中央的预判相悖。

其二，这种压力更多是“结构性、体制

性”的。经济不光受到周期性向下的压

力影响，同时也受到结构性、体制性的

因素影响。由于周期是波动的，既会向

上，也会向下，但结构性、体制性因素

却会永久性地压低经济的潜在增长

率，因而对经济是一种“更多”的压力。

其三，“勇于攻坚克难”， 这意味着只要

情况允许，中央层面随时准备再次启动

结构性改革措施，来解决这些“结构性、

体制性”因素。会议明确了“要通过改革

开放和结构调整的新进展巩固经济社

会稳定大局”， 说白了就是要通过结构

性改革来理顺经济体制，提升潜在增长

率。 这意味着只要内外环境一缓和，此

前各类改革措施，包括资管新规、去杠

杆等措施，随时有可能继续推进。

从流动性表现来看， 流动性最宽

裕的时段已经过去。 流动性包含货币

与信用。

2018

年

1

月央行宣布降准后，

货币开始宽松， 无风险利率在去年初

见顶回落。 但由于资管新规的落地，信

用却呈现收紧的状态。 一直到

2018

年

10

月，信用紧缩才开始见底。市场由此

进入 “货宽信宽” 的流动性最舒适区

间， 由此也带来了一季度超过

800

点

的上涨。 当前， 虽然信用宽松仍在持

续，但是无风险利率已经明显上行，市

场进入“货紧信宽”的流动性区间。 同

时，按照社融增速波动的节奏，信用宽

松的高点大概率在年中出现（

5

月份或

者

7

月份会出现社融增速的高点， 当然

不排除政策收紧使得高点前移）。 之后，

市场会出现由终端需求不足导致的信用

逐步收紧的状况。 从这个角度来看，此前

市场预期的“社融领先经济见底”的逻辑

并不存在，在经济自然复苏的周期当中，

信用实际上与经济是同步起落的。 过去

十年中，社融增速有过四次大幅度上升的

状况， 但只有

2008

年

4

万亿、

2012

年大

放水， 社融增速上行是领先于经济上行

的。但是这种宽松刺激对于经济助推的效

果实际上是快速衰减的：

2008

年

4

万亿

刺激之后，经济维持了近两年的上行，而

在

2012

年的大放水中，处于下行周期当

中的宏观经济只维持了半年左右的企稳

便继续滑落。 之后，在

2016

年初以来的

经济自然周期上行中，社融增速实际上是

与经济增速同步反弹的。

综合来看， 随着政治局会议对于政

策的定调， 市场的上涨开始进入到第二

阶段。由前一段时期的预期修复、情绪反

转、流动性助推，转变到对于经济基本面

预期提升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经济数据

的不断出炉将使得市场预期产生波动，

市场也将大概率进入震荡上行阶段，很

难再现一季度单边上扬的状况。 目前有

两个方向可以关注。 其一是受经济周期

上行影响更甚的白马龙头； 其二是业绩

增长确定的成长股。

（作者系西南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

本周40家公司限售股解禁

流通市值1830亿元

张刚

据统计，本周将有

40

家上市

公司

126.74

亿股解禁， 流通市值

1830.90

亿元。

根据沪深交易所的安排，本

周两市共有

40

家公司的限售股

解禁上市流通 ， 解禁股数共计

126.74

亿股， 占未解禁限售

A

股

的

1.49%

。 其中，沪市

84.64

亿股，

占沪市限售股总数

1.94%

， 深市

42.09

亿股， 占深市限售股总数

1.02%

。 以

4

月

19

日收盘价为标

准计算的市值为

1830.90

亿元，占

未 解 禁 公 司 限 售

A

股 市 值

1.66%

。 其中， 沪市

12

家公司为

1228.14

亿元，占沪市流通

A

股市

值的

0.40%

； 深市

28

家公司为

602.76

亿元， 占深市流通

A

股市

值的

0.34%

。本周两市解禁股数量

比前一周

41

家公司的

87.24

亿

股，增加了

39.50

亿股，增加幅度

为

45.28%

。 本周解禁市值比前一

周的

1449.45

亿元，增加了

381.45

亿元，增加幅度为

26.32%

，为年内

最高，也是

2015

年

6

月中旬以来

单周解禁市值最高。

深市

28

家公司中， 胜利股

份、顺利办、宝新能源等共

20

家

公司的解禁股份是定向增发限售

股份。 昇兴股份、张家港行、金石

东方、 新美星共

4

家公司的解禁

股份是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蓝

帆医疗、奥拓电子、金卡智能、健

帆生物共

4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其中， 巨人

网络的限售股将于

4

月

22

日解

禁，实际解禁数量为

15.97

亿股，

是深市周内解禁股数最多的公

司 ， 按照

4

月

19

日的收盘价

20.32

元 计 算 的 解 禁 市 值 为

324.57

亿元， 是本周深市解禁市

值最多的公司， 占到了本周深市

解禁总额的

53.85%

，解禁压力集

中度高， 也是解禁股数占解禁前

流通

A

股比例最高的公司，高达

373.97%

。 解禁市值排第二、三名

的公司分别是中材科技和韵达股

份， 解禁市值分别为

57.09

亿元、

47.72

亿元。

深市解禁公司中，胜利股份、顺

利办、通化金马等

22

家公司均涉及

“小非”解禁，需谨慎看待。 此次解禁

后，深市将有巨人网络、美利云、新

美星、 博雅生物共

4

家公司成为新

增的全流通公司。

沪市

12

家公司中， 凯乐科技、

龙元建设、皖江物流、太平洋、永艺

股份共

5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定向

增发限售股份。 文灿股份、朗迪集团

共

2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首发原股

东限售股份。 香江控股、四方科技、

吉比特共

3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股

权激励一般股份。 华微电子的解禁

股份是配股一般股份。 长江电力的

解禁股份是股改限售股份。 其中，长

江电力的限售股将于

4

月

23

日解

禁， 实际解禁数量为

67.54

亿股，是

沪市周内解禁股数最多的公司，按

照

4

月

19

日的收盘价

16.77

元计算

的解禁市值为

1132.66

亿元，是本周

沪市解禁市值最多的公司， 占到了

本周沪市解禁总额的

92.23%

，解禁

压力集中度极高， 也是解禁股数占

解禁前流通

A

股比例最高的公司，

高达

44.30%

。 解禁市值排第二、三

名的公司分别是皖江物流和龙元建

设， 解禁市值分别为

23.37

亿元、

20.98

亿元。

沪市解禁公司中， 吉比特、永

艺股份、朗迪集团、华微电子、香江

控股、龙元建设、四方科技、文灿股

份均涉及“小非 ”解禁 ，需谨慎看

待。 此次解禁后，沪市将有长江电

力、皖江物流、龙元建设、太平洋、

朗迪集团共

5

家公司成为新增的

全流通公司。

统计数据显示 ， 本周解禁的

40

家公司中 ，

4

月

23

日 有

8

家

公司限售股解禁 ，解禁市值合计

为

1210 . 02

亿元 ， 占到全周解禁

市值的

66 . 09%

。 其中，长江电力

的解禁市值占到全周 解禁 市值

的

61 . 86%

。 本周解禁压力集中

度很高。

（作者单位：西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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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云科技：2018年营收净利高增长“一核三线”全面打开成长空间

4月17日晚间，浩云科技（300448）

发布2018年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7.65亿元，同比增长34.31%；营

业利润1.79亿元，同比增长34.04%；归母

净利润1.40亿元， 同比增长26.12%。自

2015年上市以来，浩云科技营业收入复

合增速17.96%， 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速

28.49%，财务数据亮眼，向投资者交出

一份亮丽的答卷。

业绩报告交满意答卷

多项财务指标持续改善

分业务看， 报告期内金融物联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4.82亿元， 同比增长

8.00%， 奠定公司业绩基础。 公共安

全、智慧司法业务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38亿元、0.69亿元，同比增速分别达

到226.11%、94.78%，成为业绩增长双

引擎。

盈利能力方面，报告期内公司销售

毛利率高达46.46%，连续六年超过40%；

销售净利率20.66%， 较上市初期增长

6.51个百分点。

截至2018年底，公司在手现金及等

价物4.75亿元，占期末总资产29.48%；报

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1.39亿

元，连续四年正增长。近几年，浩云科技

通过稳健的并购不断切入“智慧物联”

及“大数据运营” 核心战略领域，虽逐

渐形成一定商誉，但同行业相比，商誉

占比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2018年公司

商誉账面金额1.06亿元，在总资产中占

比6.59%， 低于IT行业平均商誉占比近

八个百分点。

技术储备渠道丰富 全面

支持公司物联网产研升级

亮丽的业绩是浩云科技不断追求

技术进步、 适应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

2018年公司研发投入4838.67万元，占营

业总收入比重为6.32%， 研发投入持续

保持增长 ； 研发团队 246人 ， 占比

19.42%。高资金投入、重视人才储备，公

司自研能力得到有效保障。

产学研联动是公司追求技术的重

要途径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与国防科

技大学、汕头大学博士科研团队合作，

就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 高性能

嵌入式神经网络前向计算库的研发进

行深入研究， 使深度学习算法在嵌入

式设备上得以高效执行， 为提升边缘

计算智能化水平提供了技术支持；与

广州大学合作共建由工程院院士领

衔、 多名教授及大数据领域专家组成

的公共安全智能联合实验室， 共研大

数据、云计算技术，在应用层面提升公

司大数据产品的数据关联分析、 推理

预测等水平。 浩云科技从强化自身研

发团队、深化产学研结合两方面入手，

技术储备不断丰富。

据工信部预测，2020年中国物联网

市场规模超万亿， 发展势头迅猛。2018

年公司瞄准物联网发展契机，以原有终

端产品、海量数据储备及物联网技术为

基础顺势切入，制定了以智慧物联管理

为核心，聚焦公共安全、智慧司法、金融

物联三大领域的“一核三线” 战略，将

公司使命推向 “构筑智慧和安全新世

界” 的新高度。

平台+数据运营

打造公共安全新模式

在公共安全领域，公司主要为客户

提供以人、车、物、平台为核心的全套公

共安全解决方案，将视频监控智慧大数

据运营服务、9+X综合治理平台、 公共

安全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车辆

大数据应用系统、城市监控系统、智能

终端以及智慧城市安全综合管理平台

等多维大数据在一个综合平台上实现，

实现数据融通价值的最大化。

2018年9月浩云科技控股收购冠网

科技，公共安全业务再添生力军。冠网

科技主要从事交通大数据分析、视频深

度学习及其可视化实战等方向的技术

研发和核心应用，作为国家级视频图像

智能分析与应用技术公安部重点实验

室的主要合作成员单位，将有效助力公

司打造公共安全大数据运营新业务。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重庆渝北区

智慧天网项目、北京通州区监控联网应

用项目、河北辛集雪亮工程项目等标杆

项目。 重庆渝北区项目合同金额2.4亿

元，项目服务期5年，每年政府向公司购

买运营服务。该项目的签订，开创了数

据运营服务新模式，显著提高了公司在

公共安全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具有良好

的示范效应。

公共安全市场巨大，全国有2000多

个县（区）、4万多个乡镇、近70万个行

政村、250多万个自然村，按照最基本的

视频监控点配置，即可催生上千亿元安

全市场。随着5G技术落地，在新大数据

时代公共安全市场将进入高速发展期。

蓝海市场亟待开发

智慧司法典范业已形成

2018年10月， 司法部明确表示，全

力推进“数字法治、智慧司法” 信息化

体系建设，到2019年底基本实现信息化

建设目标。 据司法部2019年1月最新政

策，智慧社矫试点由7个省、直辖市增长

为17个。

从市场来看， 目前全国有700多座

监狱、3000多家看守所和戒毒所， 数十

万社矫人员，对应市场规模超300亿元。

智慧司法蓝海市场，亟待开发。

浩云科技智慧司法业务主要通过

控股子公司润安科技进行。润安科技以

RA空间精准传感技术、 超低功耗技术

等行业领先技术为核心，为监狱智慧管

理提供定制化大数据平台、先进智能硬

件终端与运营服务。公司主打产品有智

慧监狱业务大数据平台、监狱人员电子

身份管理系统、 社区矫正人员管理系

统、勤务指挥系统等大数据平台及应用

产品。

截至目前， 润安科技已为深圳监

狱、北江监狱、梅州监狱等数十家司法

机构提供了信息化解决方案；通过电子

身份管理平台、 综合业务管理平台、勤

务指挥平台三大平台，UWB腕带+智能

可分离式移动终端等硬件手段，实现了

监狱、社矫及戒毒等多场景的智慧监管

和智能化分析服务。其“研制使用腕带

+手机等智能穿戴设备” 的智慧社矫模

式在深圳落地试点，该案例已作为经典

案例在全国司法行政信息化推进会上

展示。

传统金融安防战略升级

打开金融物联新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贯彻“大力挖掘客

户深层次智慧物联需求” 的产品升级

及销售策略，大力发掘银行客户风险

管控、流程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智

联新需求，成功开辟行业新的利润增

长点。

公司重点打造智慧物联管理平台

4.0，采用软件定义和无代码编程技术，

实现按需定制、功能柔性重组的应用生

成引擎， 打破原有定制化开发效率低、

周期长的缺点， 通过模块化的方式，在

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的同时降低公司成

本， 实现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智慧化管

理。升级后的产品和服务再次成功入围

农行、工行、湖北省农商行等单位。截至

目前，全国范围内银行联网监控中心使

用了公司综合联网管理平台软件的监

控中心达到1000余个，金融安防软件平

台市场占有率约30%。

标的协同效应显现

战略并购进入收获期

并购， 是浩云科技完善业务布局、

在公共安全和智慧司法领域实现高增

长的重要手段。2016年3月公司设立重

庆浩云物联，全面开展物联网技术相关

业务；同月，公司投资控股深圳市润安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浩云科技进军智

慧司法行业奠定了基石。 同年10月，公

司控股设立广州浩昀宏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发力虚拟化云计算、云存储、大数

据领域。

2017年10月， 公司控股设立久视

智能，打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

研究平台。2018年， 公司继续发力公

共安全核心业务领域，9月份控股收

购视频图像智能分析和公安大数据

高科技企业冠网科技，大数据技术如

虎添翼。

2019年3月，广东粤科金融旗下企

业战略入股浩云科技。 粤科金融作为

广东省人民政府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

企业， 将为浩云科技带来雄厚的资金

支持、 优质的投资标的和广泛的业务

渠道。

浩云科技通过三年的资本运作，收

购标的在研发、技术、产品等多方面已

形成协同关系网。浩云物联的物联网技

术、久视智能的人工智能算法、冠网科

技的视频智能分析和大数据技术相辅

相成， 奠定了公司技术路径和核心优

势； 浩云物联和冠网科技主攻公共安

全、润安科技主打智慧司法，三者在业

务上各有侧重又互相依赖，业务布局全

面铺开。

“扩大公共安全、 智慧司法的市

场占有率，深挖金融物联应用需求，构

建各行业智慧物联管理解决方案” ，

浩云科技如是描述2019年发展策略。

经过数年战略布局，浩云科技“一核

三线” 的战略架构脉络清晰，步伐坚

定，“智慧物联管理平台4.0” 能够兼

容公共安全、智慧司法、金融物联三大

领域客户的核心需求， 产学研持续加

码，各领域落地案例多点开花，公司成

长空间被全面打开， 业绩持续高速成

长值得期待。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