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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回应：召集少数媒体开会维稳传闻不实  

 财政部：研究房产税逐步在全国推开 

 财政部印发稀土产业调整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发改委：完善激励政策力推节能环保 

 首批 18 家期货公司获资管业务资格 

中证日评：四大利好不期而至 沪深股指绝地逢生 

【中证网】11 月 21 日，由于四大利好不期而至，沪综指在下探 1995 点的

低点后绝地逢生。截至 15：00，上证指数以 2030.32 点报收，上涨 1.07%；深成

指以 8150.84 点报收，上涨 1.22%。当日水上运输、证券期货等板块表现强于大

盘，医药流通和酒饮料等板块则表现相对疲弱。据益盟软件统计，证券期货和家

电行业呈现资金流入，净流入资金均超过 8,000 万元；酒饮料和食品加工等板块

遭遇资金打压，净流出资金均超过 1亿元。 

点评：周三午后主要受央行降存准率等救市性质的传闻刺激，证券、煤炭以

及房地产等直接受益于流动性松动的周期性板块强势反弹，带动大盘走强。但是

该传闻本身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证实，但却反映出在沪综指击穿 2000 点整数关

口后，市场普遍预期管理层会有进一步的救市行动。对于当前市场走势，我们依

然坚持此前的判断，认为尽管弱势格局一时间难以改观，但短线下跌的空间也

不是很大。投资者当前还应当密切关注部分非周期板块剧烈调整带来的介入机

会。 

质检部门：酒鬼酒中检出塑化剂  

【新华网】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２１日向质检总局报告称，酒鬼酒样品中

被检出含有塑化剂。根据报告，经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５０度酒鬼酒

要闻及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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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进行检测，截止到目前检验结果，其中ＤＢＰ（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俗称

塑化剂）最高检出值为 1.04mg/kg，国家标准值为 0.3mg/kg，超标 247%。湖南

省质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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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最近酒鬼酒公司塑化剂事件对食品饮料板块及大盘均产生了显著的负

面影响。而此前中国酒协与中国食协就此表明的意见不一致更让事件本身更加扑

朔迷离，市场及公众此刻更需要获得国家相关质量监管部门的权威意见。就该事

件进展情况来看，目前已经确认酒鬼酒公司产品塑化剂超标，其他公司是否存

在类似情况尚无确切说法。就其他各家公司迄今披露的情况来判断，我们还是

倾向于认为塑化剂超标是酒鬼酒及其他部分公司产品个案情形的可能性比较

大，未必是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持有其他白酒公司的投资者当前不必过

于恐慌。 

 

 

周三沪深市场分时走势图 

  

第 13 个交易日反弹 

盘面特征： 

沪深股指早盘维持弱势，下午再度跌破 2000 点后有所反弹，收盘小幅上涨，

全天形成先跌后升走势，时间点属于高位连续下跌后的第 13 个交易日，符合短

大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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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时间周期。但成交量继续低迷，两市加总仅 800 亿元，市场格局未见大改变。

板块上金融地产领涨，非周期类继续受到打压。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深证成指、

中小板指数、创业板指数涨幅分别为 1.07%、1.22%、0.81%、0.52%。 

大势研判： 

本周白酒股受到利空消息打压，大幅下跌，带领大盘一度跌破 2000/8000 点

关口。实际上从板块轮动角度考虑，前期非周期品由于二级市场年末结算等资金

面压力，涨幅较大已经被减持，目前白酒利空消息真假难辨，之前已经减持的投

资者目前仍然需要等待最佳的介入时机。年末做空的板块实际上还不止非周期

品，还有创业板也需要谨慎对待，虽然年末承诺不解禁但是压力转移到了明年年

初，目前仍有较大的压力，周三盘面已经可以看出创业板的疲态。因此从技术面

看，目前存在两个做空的龙头板块，加上美国财政悬崖问题逐渐发酵，年底，盘

面呈现出弱势格局将是大概率事件。目前需要等待，关注新领导层的政策面是否

有新的变动，在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明年一号文件等酝酿下，政策面如果有

变动，那么在明年一二月份数据相对不可比较期，会产生共振，形成一定的投资

机会。另外，有业绩保障的非周期品跌下来存在低吸机会。周三股指在连续下跌

后形成弱反弹，但成交量依然不能有效放大，显示依然是场内资金在运作，投资

者还是需要等待。 

南京证券研究所 汪长勇 

行业指数涨幅前五名 行业指数跌幅前五名 

行业 
涨跌幅

(%) 
领涨股票 行业 

涨跌幅

(%) 
领跌股票 

非银行金融 2.91 宏源证券 食品饮料 0.19 维维股份 

煤炭 1.96 永泰能源 农林牧渔 0.50 福建金森 

房地产 1.93 上实发展 医药 0.51 亚太药业 

石油石化 1.57 宝利沥青 电力及公用 0.66 华银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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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1.53 中国远洋 纺织服装 0.82 福建南纺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周三两市大资金进出合计：净流出 0.82 亿元 

大资金净流入前 5 大板块 

板块名称 
买卖净额 

（亿元） 
资金流入主要个股 

证券 4.44 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国元证券、东吴证券 

房地产开发 1.55 上实发展、珠江实业、中华企业、天伦置业、华侨城 A 

视听器材 1.36 TCL 集团、海信电器、四川长虹、ST 厦华、兆驰股份 

计算机应用 1.19 用友软件、安居宝、星网锐捷、中海科技、东软集团 

建筑材料 0.71 国创能源、冀东水泥、金隅股份、三峡新材、海螺水泥 

大资金净流出前 5 大板块 

板块名称 
买卖净额

（亿元） 
资金流出主要个股 

饮料制造 -3.72 五粮液、贵州茅台、维维股份、老白干酒、山西汾酒 

有色冶炼加工 -1.11 包钢稀土、厦门钨业、中金黄金、山东黄金、辰州矿业 

建筑装饰 -1.02 四川路桥、中材国际、亚厦股份、普邦园林、中国建筑 

零售 -0.89 苏宁电器、合肥百货、中百集团、重庆百货、大商股份 

家用轻工 -0.81 丰林集团、奥瑞金、升达林业、哈尔斯、中福实业 

数源来源：同花顺 

周三主力资金流向数据点评 

 

主力资金流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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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继续持有券商股 

当天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入最大的板块是证券，我们认为主力资金之所以青睐

该板块，主要还是因为：其一、当日市场的强势反弹对券商板块有强烈的刺激作

用，毕竟券商的经纪、投行、自营、资产管理以及多项创新业务的经营状况与证

券市场的行情走势息息相关；其二、在始于 10月 23日这一轮调整中，券商板块

下跌 10.21%（截止到 11 月 21 日），显著大于同期沪综指 4.80%的跌幅，存在一

定的反弹要求。 

当前，券商股的运行逻辑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两点：其一，券商短期经营业绩

不佳，这在市场下跌过程中杀伤力巨大；其二，一旦弱势氛围有所改善，市场将

更多地关注资本市场改革和行业转型的空间。另外，在市场强劲反弹时，投资者

的乐观情绪会聚焦于券商板块，这期间，券商板块的超额收益将较为明显。综合

来看，当前券商传统业务处于较低水平，转好概率加大；新业务逐步推进，增加

行业收入；资本市场改革方向确认，未来仍会持续不断地推出新业务和利好政策，

因此无论业绩还是政策面，行业转好的概率远大于进一步恶化的概率。对于券商

股，我们认为可中线配置，逢低介入，当前可继续持有。 

 

 

重要海外指数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道琼斯指数 12836.89 0.38 

纳斯达克 2926.55 0.34 

标普 500 1391.03 0.23 

恒生指数 21524.36 1.39 

恒生国企指数 10397.73 1.67 

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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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价格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美原油连（美元/桶） 87.38 0.73 

LME3 月铜(美元/吨) 7717.50 -0.47 

LME3 月铝(美元/吨) 1936.50 -1.02 

LME3 月锌(美元/吨) 1929.00 0.19 

美黄金连(美元/盎司) 1728.20 0.27 

汇率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美元/人民币 6.2908 -0.03 

欧元/美元 1.2829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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