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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证视点 

市场量能决定反弹力度 

周三前半段大盘冲高回落，盘中创出近期低点 1995点，下午 1:30在金融煤炭等权重板块带动下股指快速拉

升，其后逐波上行。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 2030.32点，涨 21.40点，涨幅 1.07%，成交 396.6亿元；深成指涨

幅 1.22%，成交 402.3亿元。 

市场观察，周三券商、房地产、煤炭等行业板块涨幅居前，银行股走势也较为稳健。周三权重股的良好表现

是稳定大盘的重要因素。权重股能否持续发力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消息面上，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20日表示，去年 12 月以来证监会和外汇局加快了 QFII 审批速度，实施

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措施，境外投资者反响非常积极。近期 QFII申请和资金汇入速度明显加快，QFII总数即将

突破 200家，整体持股比例明显上升。该负责人表示，为吸引更多境外长期资金，扩大机构投资者队伍，促进资

本市场稳定发展，针对 QFII的“组合拳”措施包括：总投资额度扩大至 800亿美元，修改 QFII相关法规，大幅

降低 QFII 资格要求、提高持股比例上限和增加运作便利等；十八大代表、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桂

敏杰 20 日主持召开上交所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桂敏杰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现代金融体系的目标是

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为上交所多层级蓝筹股市场建设指明了战略方向。我们要按照十八大

的要求，加强多层级蓝筹股市场的建设。 

周二的评论指出：“从成交量角度观察，地量水平一方面表明市场人气低迷，另一方面也说明现阶段市场抛

压较轻。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可能延续缩量整理态势，或者在下跌动力不强的情况下形成小幅反弹行情”。周三

大盘的探底反弹便是后一种情况的出现，即市场抛压减轻情况下的技术性反弹。 

周三市场成交量虽然较周二的地量有所放大，但上海市场仍然不到 400亿元，依旧处于低迷成交量范畴。周

三成交量的放大主要体现在尾盘最后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的量能虽然有所放大，但是和股指的上涨强度相比稍

显欠缺。后市市场能否形成投资热点、市场量能能否跟随放大，这是大盘短线能否延续反弹趋势以及决定反弹力

度的关键市场因素，建议投资者跟踪关注。（长江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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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快讯 

长江证券快讯：昨午后受救市传言刺激出现回升，目前传言已被澄清，密切关注 2000 点得失，如能守住则可确

认短期底部，暂不急于扩大持仓比例。 

长江证券快讯：湖南省质检局公告酒鬼酒初检塑化剂超标 247%；财政部称研究房产税逐步在全国推开；欧元区

财长未就援希达成一致将于 26日再议。 

财经新闻 

下一步货币政策更突出价格稳定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20 日表示，下一步货币政策要更加突出价格稳定目标。周小川表示，要关注更广

泛意义的整体价格水平稳定，处理好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完善市场化的间接调

控机制，创新和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和手段，更多运用市场化的工具和手段，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避免经济

增长出现大的波动。在谈及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时，周小川表示，要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大力

发展债券市场，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积极探索发展股权交易市场。稳步扩大债券市场规模，

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和多元化，加大资产证券化试点力度，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融资工具。 

外汇局表示热钱回流压力尚不明显 

10月底以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连续涨停，引发中国是否面临热钱流入压力的关注。

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 21日就中国是否面临热钱流入压力的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该负责人表示，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实施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主权债务危机出现积极进展、国内外贸出口增速加快、经济显

现触底回升迹象等因素作用下，市场担忧中国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的紧张情绪有所缓解。但是，10 月份的统

计数据尚不支持当前中国跨境资本流入压力显著增加的判断。 

深交所发文就如何看待创业板公司成长性进行说明 

深交所投资者教育中心最新发文，就投资者如何看待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进行说明。文章称，对于创业板

上市公司来说，成长性和创新性是最明显的烙印，一般来说，投资者可以根据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等

来衡量公司的成长性。2009 年-2011 年，创业板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0.14%，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9.11%，净利润的增长率相比营业收入增长率 30.14%稍慢。创业板上市公司高

成长性并不意味着投资低风险或者无风险，特别对于高市盈率的公司股票，已经预先透支了企业的高成长性，应

当引起投资者高度重视。总之，投资者在进行创业板投资时，要保持理性的投资观念，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审慎选择投资类型，警惕投资风险。 

期货公司资管业务首批牌照获批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期货公司资管业务首批牌照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18 家期货名列首批名单，分别是：永

安、浙商、华泰、中证、中谷、广发、银河、鲁证、海通、国君、新湖、中粮、申万、国际、光大、南华、弘业、

东证。市场人士指出，资管业务的正式开闸，将给期货公司带来相比单纯经纪业务更高的收入，如资管的管理费、

盈利分成等。 

http://quote.eastmoney.com/SZ159915.html
http://quote.eastmoney.com/SH601988.html
http://quote.eastmoney.com/SZ159915.html
http://quote.eastmoney.com/SZ1599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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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新闻 

《巴塞尔协议 III》将提升黄金地位 

据《新闻报》报道，从 2013 年起《巴塞尔协议 III》将正式生效，其目的在于提高银行自有资本率以避免

发生新的危机。同时该协议的实施将对世界黄金市场产生巨大影响。黄金将从三等资产上升到一等资产并成为银

行的核心资本。这对银行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可以加强自有资本，并随着金价上涨而水涨船高；另一方面黄金

还可以作为发放贷款的备用金。尽管现在还没有明确黄金是否可以充当核心资本，但世界各大银行对黄金的兴趣

明显增强。 

稀土产业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 

昨日(11 月 21 日)，财政部和工信部联合颁布《稀土产业调整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央财政预算将安

排专项资金，专项资金的支付范围将包括有关地方政府为保护稀土资源，整治开采秩序实施的监管系统建设项目；

现有企业对稀土采选、冶炼生产系统和环保系统进行清洁生产改造；开展绿色、高效稀土采选共性关键技术与标

准研发，建立采选生产技术规范与标准等。 

我国连续三年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从 2000年至今，中国经济以年均 9.8%

的增长速度领跑世界。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我国汽车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汽车产销量快速增加，分别从

2001 年的 233.4 万辆和 236.4万辆增长到 2011 年的 1841.9 万辆和 1850.5 万辆，平均增长率超过 25%。我国汽

车产销量连续 3年位居全球第一，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 

新能源汽车 2015 年销量或增 27 倍 

高工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郑利瑶近日表示，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5年我国电动汽车累

计销售要达到 50万辆，2020年达到 500万辆。结合我国的实际，预计新能源汽车 2015年销量将达 25万辆，2020

年 300万辆，相对于今年 9000多辆的水平，未来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将增加近 27倍。当下新能源汽车遭遇了四大

问题，一是产品没市场，政府输血难以救起大市；二是没有形成万辆级生产和销售能力的企业；三是没有完整的

城市基础设施；四是“十城千辆”试点城市大面积“不及格”。不过，这不妨碍新能源汽车市场存在的巨大市场机遇，

郑利瑶说，当下新能源汽车的投资机会在新能源整车和下游基础设施。 

仿制药质量评价体系近期出台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透露，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方案有望在近期出台，将淘汰内在质量和

临床疗效不达标的品种，提升我国仿制药整体水平。药品质量和用药安全已上升到“十二五”规划的高度，仿制

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则是主要切入点。恒瑞药业、福安药业、海思科等均有涉及仿制药业务。 

甲乙酮反倾销复审 利好化工龙头 

商务部决定自 21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进口甲乙酮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在

此期间，将继续对其征收反倾销税。甲乙酮是一种性能优良的溶剂，广泛应用于各种化工领域。上市公司中，齐

翔腾达、天利高新或将收获利好。 

国家级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21 日揭牌 

    国家级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21 日揭牌，准油股份为新疆准东当地企业，新疆众和、中泰化学等均有涉

及当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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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酒鬼酒初检塑化剂超标 247% 

国家质检总局官网 21 日刊发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检测报告，50 度酒鬼酒样品 DBP（即塑化剂）最高检出

值为 1.04mg/kg。而卫生部规定食品及食品添加剂中 DBP 的最大残留量为 0.3 ㎎/㎏，酒鬼酒中塑化剂含量超标

247%。  

雅戈尔拟斥 30 亿投资国联基金 

    雅戈尔 11 月 21 日晚间公告，公司拟出资 30 亿元认购北京国联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简称“国联基

金”)30%的出资份额，并成为国联基金有限合伙人，该基金与全国社保、宝钢集团等共同投资于中石油的西气东

输三线管道项目(简称“西三线项目”)。公告显示，国联基金的认购规模为 100.1亿元，经营范围为投资、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服务。 

经纬纺机子公司拟 1.53 亿元设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经纬纺机 11月 21 日晚间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拟与道富环球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

司共同设立公司，其中中融信托出资 1.53亿元，占股 51%。据公告，新设公司暂定名为道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3亿元，道富基金出资 1.47亿元，占股 49%。 

格林美拟 12 亿元投建武汉循环产业园 

    格林美 11月 21日晚公告，为进一步推进城市矿产资源的开采和资源化回收利用，提高公司在循环经济领域

的竞争力，公司拟投资 12 亿元，建设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同日，公司与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签署了相

应的投资框架协议书。 

申能股份拟每股不超 4.5 元回购 2.22 亿股公司股份 

    申能股份 11月 21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为维护公司市场形象，增强投资者信心，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未

来发展、合理估值水平等因素，公司拟以不超过每股 4.5元的价格回购公司发行的 A股股票，回购总金额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 10亿元，预计回购股份约 2.22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约 4.7%，占社会公众股约 9.2%。 

中粮生化 CDM 项目联合国注册成功 

    中粮生化（000930）公告，公司申请的《工业废水沼气回收项目》已在联合国 CDM项目执行理事会正式注册

成功。公司 CDM 项目温室气体的预期年减排量为 199,118 吨/年二氧化碳，买方为英国雷克碳资产有限公司。根

据公司与买方的合同约定，公司 CDM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转让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8欧元。 

华侨城 A 拟资产证券化募资 

    华侨城 A今日披露了公司资产证券化进展情况。公告显示，此次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为欢乐谷主题公园入

园凭证，合计募集资金 18.5亿元。此前我们的资讯对此已经进行过提示。 

永辉超市（601933）实际控制人之一张轩宁 2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增持公司股份 1088.9万股。  

久联发展（002037）与贵州毕节政府签署基建项目合作协议，协议金额约为人民币 50-80亿元，项目工程建设

期 5 年。 

南洋科技（002389）拟增资全资子公司扩大锂离子隔膜生产规模。 

*ST 大成（600882）23日复牌，变身“华联矿业”。。 

 

http://quote.eastmoney.com/SH600177.html
http://quote.eastmoney.com/SZ000666.html
http://quote.eastmoney.com/SZ002340.html
http://quote.eastmoney.com/SH600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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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 

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38%； 

英国富时 100指数上涨 0.07%；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0.16%； 

法国 CAC40 指数上涨 0.44%；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39%； 

 

中金所 2012 年 12月份股指期货上涨 0.98%，收盘 2192.4 点； 

中金所 2013 年 1月份股指期货上涨 0.93%，收盘 2200.8 点； 

 

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低硫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上涨 0.73%，收报每桶 87.38 美元；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上涨 0.27%，收报每盎司 1728.2 美元； 

 

LME3个月铝下跌 1.02%，收报每吨 1936 美元； 

LME3个月铜下跌 0.47%，收报每吨 7717.50 美元； 

 

美元指数下跌 0.15%，收报 80.78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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