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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基础数据基础数据基础数据

上证综指 2053

成交量 416（亿元）

深圳成指 8270

成交量 508（亿元）

股指超跌反弹股指超跌反弹股指超跌反弹股指超跌反弹 后市关注量能变化后市关注量能变化后市关注量能变化后市关注量能变化

行情展望行情展望行情展望行情展望

周三股指早盘微幅低开，盘中震荡下跌一度跌破 2000 点关口，

午盘受券商、煤炭等权重板块走强带动，股指探底回升，再度震荡

走高，短线测试 5日线压力，目前日 K线方面呈现带小阳线走势，

成交量方面依然维持低迷水平，市场人气清淡为主。

盘面上，今日股指呈现探底回升走势，整体走势相对较强。涨

幅榜上，券商板块盘中走强，领涨两市，其中宏源证券、国金证券

涨逾 4%以上，长江证券、西部证券等跟涨，板块呈现集体上涨走势，

全线飘红。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20 日表示，《关于修改<关于证券

公司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标准的规定>的决定》和《关于调整证券公司

净资本计算标准的规定》已于 16 日公布，按照调整后的规则计算，

证券行业将释放 500 多亿元资本。下一步，证监会将抓紧修订完善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券商股可继续跟踪关注。煤炭

板块午盘走势活跃，其中永泰能源、盘江股份领涨，板块内个股多

数飘红为主。房地产板块盘中走势也较为活跃，其中天伦置业涨停，

上实发展、珠江实业、中房股份等强势上攻。跌幅榜上，“美丽中国”

概念环保保护板块，领跌两市，其中上桑德环境、巴安水务领跌，

板块内个股多数飘绿为主，短期谨慎回避。

宏观证券，证监会 20 日召开媒体通气会发布了四项新政，具体

包括基金公司的内幕交易防控、境外机构投资、保险机构销售基金

以及证券公司净资本和风险资本比例等方面的内容。证监会有关负

责人介绍，对 QFII 审批速度正在加快，仅 11 月就新批了 7 家机构，

全国 QFII 投资总额度合计 335.68 亿美元。正在积极研究提高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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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投资额度上限和 QFII 投资税收问题。券商方面，降低净资本

扣减比例和风险资本计提比例后，约释放出 500 多亿元的资本，这

些资本将可以被券商用于支持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和衍生产品等方

面的创新业务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证券

投资、衍生产品等业务的发展及行业资本中介业务的创新。

展望后市：周三股指呈现探底回升走势，股指创出新低后在权

重的带领下震荡反弹，目前日 K线呈现小阳线走势，成交量方面比

昨日稍有放大，显示出一定抄底资金进场迹象，不过依然维持低迷

水准，股指超跌反弹的高度则取决于量能表现。操作上，建议控制

好仓位，等待股指企稳。

二、热点消息汇总二、热点消息汇总二、热点消息汇总二、热点消息汇总

★ 湖南质监局：酒鬼酒塑化剂超标 247%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1 月 21 日向质检总局报告，经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 50 度酒鬼

酒样品进行检测，截止目前检验结果，DBP 最高检出值为 1.04mg/kg，超标 2.47 倍。湖南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已经督促企业查明产出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原因，认真进行整改。深陷塑化剂丑闻的酒鬼酒难逃

下架的命运。目前，上海、沈阳和广州等地部分超市已将酒鬼酒产品下架，联华超市和农工商集团也传

来旗下门店下架酒鬼酒的消息，酿酒板块将受到较大利空影响。

★ 外汇局：跨境资本流入压力没有显著增加

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 21 日表示，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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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忧我国资本外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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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跨境

资本流入压力显著增加的判断。该负责人表示，从结售汇情况看，2012 年 10 月份，银行代客结汇环比

下降 9.1%，售汇环比下降 10.6%，售汇降幅大于结汇降幅导致净结汇增加，结售汇顺差 78 亿美元，环

比小幅增加 15 亿美元，但 10 月份远期结售汇仍为逆差。

★ 国泰君安等 18 家期货公司获首批资管牌照

这 18 家期货公司包括：国泰君安、浙商期货、华泰长城、中证期货、中谷期货、鲁证期货、海通

期货、光大期货、银河期货、东证期货、广发期货、永安期货、新湖期货、中粮期货、申银万国、国际

期货、南华期货和弘业期货。期货公司资管业务的推出，对行业、市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将会产生

重大影响。

★ 道指收高 0.38%纳指上涨 0.34%

美东时间 11 月 21 日 16:00(北京时间 11 月 22 日 05:00)，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48.38 点，收

于 12,836.89 点，涨幅为 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9.87 点，收于 2,926.55 点，涨幅为 0.34%；

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上涨 3.21 点，收于 1,391.02 点，涨幅为 0.23%。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数据好于预期；

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的消息进一步提振了市场情绪。美国股市收高，利好 A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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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原油期货收盘上涨 0.7%报每桶 87.38 美元

当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明年 1 月份交割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3 美分，报收于每桶 87.38

美元，涨幅为 0.7%。 纽约原油期货上涨 0.7%报每桶 87.38 美元，扭转此前一个交易日的下跌走势，主

要由于据美国政府报告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出人意料地有所减少，利好石油板块。

★ 纽约黄金期货收盘上涨 0.3%报 1728.20 美元

当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下属商品交易所(COMEX)12 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4.60 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 1728.20 美元，涨幅为 0.3%。纽约黄金期货收盘上涨 0.3%报 1728.20 美元，扭转此前一

个交易日的下跌走势，主要由于有报道称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提高了黄金购买量。

三、市场传闻三、市场传闻三、市场传闻三、市场传闻

据传,赛象科技：近期公告双星 12 亿大单

据传,湖北能源：七家央企与湖北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据传,齐翔腾达：商务部对甲乙酮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立案

据传,中国船舶：网络据传,言歼-15 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完成着舰试验，成功降落。

据传,红 宝 丽：ZARA 等多个名牌服装含有害物质

据传,时代万恒：中日韩宣布启动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

据传,福田汽车：质检总局称汽车三包规定将出台

据传,道明光学：国家首次将每年 12 月 2 日设立为“全国交通安全日”

据传,同 仁 堂：新版基药目录年内出台 中药企业可期

据传,欧亚集团：刷卡费率明年二月底调整 银行卡收单业务或降两成

四、热点板块追踪四、热点板块追踪四、热点板块追踪四、热点板块追踪

周三沪深全市场综合总成交 816.01 亿元，其中:沪深 A 股共成交 776.46 亿元，沪市 A股成交 395.99

亿元，深市 A股(包含中小企业板)成交 308.55 亿元，创业板成交 71.91 亿元，A 股成交中，资金流入性

成交 396.89 亿元，资金流出性成交-353.07 亿元，不确定性成交 26.50 亿元，流入流出成交差额 43.82

亿元，占大盘全部成交 5.37%。行业上，资金流入量最大的行业金融、保险业，资金净流入量为 12.8

亿；资金流出量最大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资金净流出量为 0.88 亿。资金净流入个股前 10 日排

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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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资金净流入排行上，红宝丽（002165）强势涨停。消息面上，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绿色和平组

织 20 日公布 20 个品牌服饰抽检有害物质残留调查，有 63%样品测出有毒化学物。据悉目前已经有环保

无害的“异构醇类表面活性剂”可以取代 NPE，上市公司中红宝丽（002165）为亚洲最大的异丙醇胺生

产基地。二级市场上，午盘强势涨停板，资金活跃异常，短线可适当跟踪关注。

五、本周关注个股五、本周关注个股五、本周关注个股五、本周关注个股

中国中期 000996 加权量堆积测算：12.16 元（可设为止损）

事件：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已获监管部门批复，国泰君安期货、永安期货、新湖期货等 18 家期

货公司首批上榜，预计在技术问题解决后，将在年内正式发行产品。这意味着期货公司将告别单一经纪

业务模式，进入代客理财的时代。从行业角度看，资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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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而言是重大利好。

基本面：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大型商品流通企业、生产制造型企业和跨国集团提供

全方位第三方物流服务及货运汽车连锁销售服务，中国最具规模的第三方物流运营商之一，主要从事汽

车、物流及期货业务。拥有北京、天津、广州、深圳、上海等六座大型现代化物流基地、三十五个物流

配送中心、两个国际集装箱海关监管货场、数百台装备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运输车队,服务范围

达 300 多个城市,形成覆盖中国最发达地区的大型物流网络体系。

技术面：二级市场上，该股短线超跌，昨日尾盘放量上攻，短期有见底回稳迹象，可适当给予跟踪

关注。

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本晨会基于华讯投资咨询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市场传闻除外）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

性及完善性不作任何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晨会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

和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就本晨会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作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投资者据此

投资，投资风险自担。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对本晨会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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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对本晨会进行有悖原意的删改，否则，本公司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评级说明评级说明评级说明评级说明

评级评级评级评级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1.1.1.1.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

行业评级。以报告发布后的 12

个月内的市场表现为比较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的

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跌

幅相对同期的市场基准指数涨

跌幅为基准。

股票投资股票投资股票投资股票投资

评级评级评级评级

AAAAAAAAAAAAAAAA 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20%20%20%2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AAAAAAAAAAAA
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 15%15%15%15%～～～～

20%20%20%20%之间之间之间之间

AAAAAAAA
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 10%10%10%10%～～～～

15%15%15%15%

AAAA 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 5%5%5%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2.2.2.2.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

的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

跌幅相对同期的市场基准指数

的涨跌幅。

行业投资行业投资行业投资行业投资

评级评级评级评级

增持增持增持增持 明显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明显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明显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明显强于市场基准指数

中性中性中性中性 基本与市场基准指数持平基本与市场基准指数持平基本与市场基准指数持平基本与市场基准指数持平

减减减减持持持持 明显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明显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明显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明显弱于市场基准指数

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本公司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但本公司及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本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或建议在本报告发出后不会发生任何变更，且本报告

中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均仅反映本报告发布时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可能在随后会作出调整。我们已力

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者在投资、法律、会计或

税务等方面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投资者作出的最终操作建议做任何担保，投资

者据此做出的任何决策与本公司和本报告作者无关。

本报告仅为华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华讯

投资”，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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