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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新一轮中美贸易战对国内就业的影响 
如果不考虑外部冲击，中国当前就业压力相对有限，今年前八个月，调查失业率大体稳定。随着中美贸易战的

不断演进可能会带来新一轮就业压力的上升。2016 年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拉动国内就业高达 1,451

万，2017 年全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 1,351 万。机电、贱金属、杂项制品等领域可能面临比较大的就业压力。

对此，应大力发展服务业 (就业吸纳能力强)，同时在金融领域和相关政策领域加大力度支持民营和中小微企

业，使企业更好地应对危机，减轻失业压力。 

银行业 — 中证登修订《特殊机构及产品证券账户业务指南》点评： 
理性乐观的未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在最新版的《特殊机构及产品证券账户业务指南》中，对资管产品证券账户的开立、自

律承诺等进行了修订。我们认为此次修订的意义在于在资管新规的框架下，顺应银行理财投资标准化产品的大

趋势，放松对理财产品投资证券资产的账户限制，以及对理财资金投资的制度完善。长期看，理财资金入市关

键在于后续理财新规和银行大类资产配置能力。当前银行股平均估值仅 0.8 倍市净率，隐含的问题资产比例在

10%以上，反映极度悲观预期，估值下行空间有限，同时下半年有望受益监管释压和货币趋松背景下的 “量价

双升”，业绩确定性较强，具备长线配置价值。首推个体风险抵御能力强、业绩确定性高的招商银行 (600036 

CH)、农业银行 (601288 CH)。 

其他摘要 

钢铁行业 — 螺纹现货和期现价差迎来修复窗口    
过去几个月，钢材处于低库存状态，一直没有本质性改变，这意味着今年难以出现短时间内现货价暴涨暴跌的

情况。价格如果已经体现了一段时间的悲观预期，就很容易从预期层面转换到基本面层面，目前就处在这样的

节点。当前较大的期、现价差会通过期货回升得到修复，随着 10-11 月需求边际增长以及秋冬季限产的真实落

地，供需缺口的边际还将进一步扩大，对于螺纹现货价格有利。建议重点关注三钢闽光 (002110 CH)。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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