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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放量下跌，静待市场企稳 

周一早盘上证指数在地产和建材等板块的带动下大幅冲高，随后酿酒、

传媒、钢铁等多板块集体下挫，也宣告股指的反弹告一段落。午后，在煤炭

板块带领下，股指快速回落，沪指盘中最低 1957.88 点再创新低。截止收盘，

上证指数报收于 1959.77点，两市成交量 765.33亿元，较上周五增加 12.6%，

呈现放量下跌的态势。 

    从盘面来看，煤炭和食品饮料板块跌幅最大，其中食品饮料板块呈现跌

停潮。从行业来看，全天两市仅有保险、建筑、铁路运输、石化、航运和房

地产板块上涨，而食品饮料、煤炭、计算机硬件、医药、元器件等历史强势

股大幅杀跌，其中食品饮料板块跌幅最大，跌幅达到 6.29%。今日塑化剂事

件再度发酵，进一步拖累食品饮料板块。我们认为塑化剂事件已经导致食品

饮料板块进入负反馈效应的循环，市场的下跌的引致更多投资者的抛售。食

品饮料板块的企稳或将等到塑化剂事件逐步弱化之时。此外，我们认为虽然

PMI数据持续复苏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来首度转正，但持续性依然不稳，加

上政策依然未落地，导致资源类板块持续下跌。从整体来看，随着 12月流

动性整体偏紧，估值的下降是拖累市场调整的主要原因。 

    短期内我们依然看淡市场的行情。但随着前期的大幅下跌和下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或将引致市场的小幅反弹，但市场小幅反弹的空间和时

间依然相对有限。建议投资者对目前的市场保持相对谨慎，静待政策方面明

朗之后依据政策方向寻找投资标的。   

    从投资机会的角度，建议关注分红收益较高的行业，另外从政策预期的

角度建议关注新型城镇化主题下的建材、管材、地产等行业的投资机会。 

 静待政策落地——A股策略周刊第 41期 

核心提示： 

本周市场看平。从本周市场来看，我们认为短期政策方向不确定性、开工淡

季及年末资金结算等因素将持续对市场形成压力，市场有望保持震荡向下调

整的基本特征。市场弱势调整或将持续到下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从

配臵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建议关注食品饮料（二三线）、医药、酒店旅游、

航空等大消费类板块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从把握分红投资价值和政策预

期的角度，建议关注预期分红收益率较高的银行、房地产等上市公司。 

报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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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好转推迟市场预期的最后一跌。从基本面来看，基本面数据的好转丝

毫未对市场形成提振，相反基本面数据的好转与市场的表现表面上形成强烈

的反差。我们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也是理性的，在基建投资“独挑”本轮经

济小周期复苏大梁的情况下，数据的好转不仅不会提振市场，给予投资者经

济逐步向好的信心，相反会更令市场担忧“最后一跌”仍然相当遥远。结果

是，市场不会改变震荡下行的趋势。 

11月 PMI回升与隐忧相伴。但 11月 PMI数据在回升的同时，也显示出两个

方面的隐忧：一方面，需求持续回升的基本不稳定。从订单指数来看，虽然

11月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但 11月新订单指数的回升主要为新出口订单指

数回升所推动，西方圣诞假期需求是带动新出口订单指数的主要动力，随着

西方圣诞假期的结束，新出口订单指数回升面临需求的空挡，将拖累新订单

指数。另一方面，生产景气依然较弱。从购入价格指数来看，11月购入价格

指数较 10月份下降了 4.2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景气依然较弱，制造业对

原材料的需求并未带动价格的持续大幅回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空间

相对有限。 

前 10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转正，但效益扩散的不对称显示景气提升相对有

限。我们发现前 10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回升存在不对称性，工业企业景

气带动的效益增加主要集中体现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即稳增长政策措施

带动的需求改善出现了所有制企业的性质差别，主要体现在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利润增速回升的幅度较大，而私营企业利润增速回升的幅度相对较小。

我们这一方面显示需求改善的唯一性，即基建投资的大幅增加主要带动了与

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企业的效益，但对私营企业带动作用相对较小，另一方

面也显示需求改善的有限性，及此次稳增长政策带动的需求回暖并未带动私

营企业有超越整体效益提升的表现。 

弱势中关注需求稳定与高分红投资价值。上周市场中中小盘股下跌的幅度最

大，大幅拖累市场。12月份中小盘股大量限售股解禁，12月资金面的紧张

更增加了大股东实际解禁的动力，导致中小板股的大幅杀跌。我们认为这不

是唯一导致中小盘股下跌的原因，在经济前景迷失的背景下，作为整体高价

发行的中小盘股，估值的回归也是促使中小盘股调整的另外的原因。从本周

市场来看，我们认为短期政策方向不确定性、开工淡季及年末资金结算等因

素将持续对市场形成压力，市场有望保持震荡向下调整的基本特征。市场弱

势调整或将持续到下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从配臵的角度来看，一方

面建议关注医药、酒店旅游、航空等大消费类板块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

从把握分红投资价值和政策预期的角度，建议关注预期分红收益率较高的银

行、房地产等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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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点评： 
 四川生猪养殖产业调研纪要 

投资要点：  

  散户大量退出，规模化企业体量较小  

近年来，四川省的散户养殖大量退出，养殖主体主要是适度规模的的养殖户

和农业合作社以及部分规模化企业。 省内规模养殖户和合作社的养殖规模

大约为 50-200 头母猪；规模化大企业的单体体量较小，省内规模最大的企

业之一五友，年出栏量仅为十几万头。  

  种猪品种质量低下，养殖效率低于全国  

四川二元种猪的均价为 1300多元，低于全国 1600多元的平均水平，主要是

因为品种和品质方面表现均不如国内优秀品种。养殖效率方面，每头母猪年

仅出栏 13-14头商品猪，显著低于其他主要生产省份， 除了种猪性能不佳

外，养殖管理效率上较为落后也是重要原因。  

  原料成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川市场产区变销区  

四川地区养殖业的饲料成本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而使四川生猪市场

由过去的外调变成内调，产区变销区。四川省一直为全国生猪养殖大省，传

统上是生猪外调地区； 而随着近年来运输成本的上涨， 由东北等地调运的

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包含运输成本的价格高于全国均价约 15%，从而使

外省生猪价格具有比价效应，通过市场流通冲击省内市场。此外，过去散养

户常使用当地廉价的红薯作为养猪原料， 但红薯目前仍不能成为规模养殖

的饲用产品，无法缓解目前规模养殖户占主导的养殖主体成本压力。  

  明年行情预期低迷，疫情成为后期猪市不确定因素  

目前多数养殖户普遍对明年养殖行情比较担忧， 下游需求不振，存栏量高

企，在今年亏损不严重的情况下，养殖户淘汰母猪的动力不足，同时规模化

企业大多仍按照既定战略规划扩充产能，导致能繁母猪的存栏量不降反升。

因此，明年上半年预期猪价仍处于下行通道，进入夏季时养殖亏损可能最为

严重。 

另一方面，目前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五号病，目前从四川养殖户了解的情况来

看，有个别零星出现，整体而言疫情表现较轻微。五号病是否会继续蔓延，

今年冬季的仔猪腹泻的严重程度如何，将成为后期猪市的不确定性因素。  

  投资建议    

对于明年的生猪养殖业，我们建议关注疫情的变化，以及明年三季度前后母

猪淘汰的情况，从而判断猪价拐点是否出现，短期宜观望为主。行业投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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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关注走终端品牌建设道路的雏鹰农牧。  

  重点关注事项  

行业催化剂(正面)：能繁母猪大范围淘汰，中小养殖户退出。  

风险提示（负面） ：养殖疫情，饲料成本攀升。 

 价格止跌，仍关注国内市场启动 

光伏产业链价格。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 2012年 11月 28日平均价格

分别为 15.78美元/kg、0.81美元/片（156多晶）、0.34美元/W、0.66美元

/W，较上周分别下降 0.25%、0.12%、0.29%、0.15%。 

商务部决定调查是否追溯美国、韩国及欧盟进口多晶硅反倾销税，印度正式

决定对华光伏产品双反，税率或在 20-30%，中国向 WTO就美国“双反”提起

上诉，无论结果如何，全球贸易战进行中；同时，管理层对光伏发展扶持力

度进一步加强以对冲国外市场的贸易壁垒，我们仍建议关注最受益于国内市

场启动的阳光电源。同时，建议规避光伏制造板块。同时，维持风电“中性”、

光伏“中性”、动力电池“增持”的观点。 

 化工行业：需求疲弱，行业复苏仍需等待 

    上周虽然中东局势紧张，美元汇率下跌增强了石油期货对投资者的吸引

力，但在欧洲经济难有好转，美国原油库存增长等多重利空影响下，WTI油

价单周下跌 0.22%，Brent油价单周下跌 0.57%。而国内需求仍然疲弱，我们

监测的 141种化工品的价格下跌共 38种，持平 67种，上涨 36种。 

    上周，107胶价格继续上调 1.60%。有机硅中间体市场 8、9、10三个月

连续的价格回暖使部分停工企业加入重新开工的行列。11月有机硅市场单体

装臵总开工率约在 62.27%，低于 10月的 67.8%，主要是宏达化工和浙江中

天装臵暂停影响。目前 107胶市场供需弱势平衡，前半月市场交易气氛较好，

客户采购仍保持相对积极的态度，价格调至 18600以上接单。厂家表示市场

出货并不受影响，市场中间价虽被拉锯，但受前期订单支撑，短期内价格暂

稳。 

    尿素国际价格上周上涨 1.66%。受印尼 Pusri公司举行的 3 x 3.5万吨

大颗粒尿素和 3.5万吨小颗粒尿素（邦唐港装船）和 1万吨小颗粒尿素（巨

港装船）的销售招标带动，以及印度预计在 2012-2013年，还需要至少 80

万的尿素影响，短期国际尿素价格仍有上涨空间。但国内下游贸易商与国内

尿素企业现处于僵持博弈，并处于有利地位，贸易商目前零星采购，采购意

愿仍然不够积极，观望情绪浓厚，商谈重心逐渐偏向低端，并期待尿素价格

降到理想位臵时再批量备货。因此国内尿素价格短期难有起色。 

  受益成本上涨、年底备货以及库存不足等因素，氟化工和有机硅产品价格

有望在年底迎来一波上涨。建议持续关注三爱富、巨化股份和新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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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行业周报：价格现季节性下跌 

上周全国水泥均价环比下降 0.72%，目前价格为 334.83元/吨，其中高标号

下降 0.57%，低标号下降 0.88%。 

东北区域出台了冬储政策，东北三省P.C32.5袋装水泥冬储价格为哈尔滨 410

元/吨（前一周为 475元/吨）；长春 395元/吨；沈阳现有价格保持不变 385-390

元/吨。另外，辽宁省企业熟料生产线将从 12月 1日起执行为期 3个月停产，

吉林省暂未确定，黑龙江熟料生产线正常运转。黑龙江冬储价格的大幅回落

导致了全国均价的明显下跌。 

华北区域石家庄地区水泥价格受季节因素影响，下跌 30元/吨。 

华东区域整体稳中略跌。山东、江苏部分地区价格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幅度

在 10-30元/吨。12月 1日-20日，山东南部枣庄和江苏北部徐州各大企业

50%熟料生产线将进入停产状态；山东省其他地区淡季停产计划仍在商议中。 

华中区域湖北为维持价格平稳，从 12月 1日-10日开始执行停产，每条线必

须停产 5天。 

华南区域的广东水泥价格继续维持高位运行，由于前期部分企业水泥价格小

幅走低，为防止出现持续大幅下滑，广东省各大水泥企业协商后决定水泥价

格下调的企业恢复原价。由于珠三角水泥市场下游需求受持续降雨影响，发

货量大幅萎缩，较好的企业减少 50%，较差的企业减少 60-70%，库存压力不

断增大，多数企业在 60%以上，因此此次协同稳价能否维持还有待跟踪。 

行业库存方面，上周行业库容比为 69%，环比继续增加 1个百分点。目前库

存水平最低的区域是华东，最高的区域是东北。 

 

行业观点：我们本周观点和上周一致，目前的水泥价格小幅下跌属于正常的

季节性下跌，在区域选择上，我们还是建议关注目前还未进入淡季的华东、

华中、华南区域。公司方面，我们继续推荐巢东股份、江西水泥、海螺水泥、

华新水泥和塔牌集团。(建材行业研究员：许雯) 

 食品、饮料与烟草行业：白酒板块调整源于行业泡沫式增长难以为继，塑化

剂风波直戳泡沫 

事件：白酒指数昨日出现罕见跌幅，单日白酒板块指数跌 8.32%。其中，金

种子酒、沱牌舍得、山西汾酒、古井贡酒以跌停报收；贵州茅台、五粮液、

洋河股份、泸州老窖的跌幅也分别达到 7.32%、9.86%、8.03%、7.49%。伊力

特、青青稞酒、老白干酒、酒鬼酒均有较大跌幅。 

点评： 

1、行业悬崖终来临，只是情绪稍微大。我们在今年一季报分析时就发现行

业的增速面临瓶颈，然而后期的股价走势让人看得不是很明白。以酒鬼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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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白酒股依然维持了亮丽的业绩表现，亮丽业绩支撑了行业的整体估值水

平。二季度三季度的白酒股依然有着不错的市场表现。然亮丽业绩的背后是

行业发展的隐忧，泡沫构成的业绩光环终究在股市持续低迷、白酒塑化剂风

波、年底基金调仓等因素作用下消失，只是昨日的表现略微大了些，但从基

本面中依然可以找到答案。 

2、行业销量增长面临瓶颈。行业近 1200万吨的销量基本触及了白酒行业消

费的天花板。行业增量停滞，未来的机会在于行业整合和结构升级；但另一

方面也意味着竞争加剧，经销商甚至描述为白热化巷战，而竞争加剧很有可

能带来费用的提升。 

3、高档白酒下滑明显，大约有 20%的销量下滑，某些甚至达到 50%的销量下

滑。自从 3月廉政会议表示禁止三公消费高档名酒以来，高档白酒销量在经

济持续减速下的背景下迅速下滑，预计超高端白酒（800元以上）的销量消

化 20%左右。国窖 1573由于不恰当的提价控量策略市场销售某些省区达到

50%左右的下滑。 

4、十八大后的种种反腐信号不利于高端白酒。十八大后的中共新一届常委

不同场合的表态，以及近 20天左右的反腐力度信号折射出新一届领导集体

将可能加大反腐，反腐力度的加大势必影响三公消费、政商交往活动，从而

对高档白酒构成进一步的压力。这或许构成此次白酒股跳水的催化剂之一。 

5、茅台、五粮液一批价持续回落，茅台的提价并未能够改变市场走向。说

实话，茅台的提价的确超出我们预期，我们认为其不应该在十八大前提价，

然而我们错了，茅台提价在收回渠道利润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稳定了经销商

的预期，然而市场的消费没有改变，经销商预期的暂时改善也只能是昙花一

现。飞天茅台一批价曾收益于茅台上调出厂价而上升至 1400元左右，然而

目前又已经回归 1280 元左右了。五粮液的一批价也只有 690元左右，部分

经销商基本不赚钱了。 

6、渠道库存巨大。泸州老窖、五粮液等企图通过开辟新的经销商来弥补原

有经销商的销售压力，然而市场需求是有限的，新开发经销商要么挤压原品

牌原经销商的市场，要么挤压其他厂家品牌的市场。然而行业外资本的涌入，

有些根本不知道如何做市场，销售的实现很多是从厂家库存变为经销商库

存，其中不乏一些业外资本做经销商亏钱退出的。厂家为了推动经销商努力

销售通过不断增加指标给经销商施压，市场需求受限的情况下导致了渠道库

存的增加。当渠道资本难以承受厂家的持续压货时，渠道的压力终究会进入

上市白酒公司财务报表。 

7、白酒板块有可能出现业绩下滑的个股。目前白酒个股的估值已经相当低，

五粮液只有 10倍的 PE 估值，泸州老窖也只有 11.2倍，如果假定 50%的分红

比例的话，那五粮液和泸州老窖的股息率在利润稳定的情况下也能够达到 5%

左右。然而这么具有优势的股价是否是底部呢？我们认为是不是底部就看市

场对五粮液和泸州老窖利润的预期是增长还是下滑，如果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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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目前的估值也许还不是底部。 

8、塑化剂风波恐是昨日大跌的直接诱因之一。凤凰财经网称有名叫“水晶

皇”的博主在香港自购 2瓶茅台酒送到质检机构，目的是想查出该品牌白酒

塑化剂是否超标。检测需要 7天出结果，预计还有两天左右的时间将得知结

果。 

9、投资机会看春节表现。我们认为目前白酒股的调整有待今年春节的市场

销售表现，因此白酒股的调整有可能要一直延续到春节前后。个股推荐方面，

我们建议关注山西汾酒；长期品种方面我们依然看好贵州茅台和洋河股份。

(食品、饮料与烟草行业研究员：赵军) 

 医药行业 12月观点：估值压力缓解，短期仍以防御为主 

11月份医药生物指数大跌 11.32%，跑输沪深 300指数 6.21个百分点。经过

11月份的深度调整，医药板块估值压力得到有效释放，原本略显高企的估值

水平已趋于合理，其中医药板块的平均动态市盈率（整体法，剔除负值）仅

为 27倍，远低于 2006年以来的历史平均值 34.30倍，绝对估值已接近 2006

年以来的底部。 

而且从行业利润总额赠增速来看，今年以来回暖的趋势得到延续，但速度趋

缓；加之当前处于上市公司业绩发布的真空期，市场对医药板块业绩的预期

减弱。 

因此，在目前大盘赶底预期的背景下，医药板块短期仍以防御为主，难有上

攻的动力，建议配臵估值低且成长性较好的品种。(医疗保健行业研究员：

叶侃) 

公司聚焦： 
 雏鹰农牧(002477.SZ)深度报告：由养殖走向品牌建设的生猪产业龙头  

投资要点：  

  行业高度分散，规模化企业面临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生猪年出栏量

达 6.6 亿头，行业产值达 1.3 万亿元，而国内最大企业温氏集团仅占 1%

市场份额，近 40%的市场仍由规模 50头以下的小养殖户承担。伴随城镇化

的推进，以及无法规避的行业周期风险，散养户将加速退出市场，从而为规

模化企业快速扩张带来历史发展机遇。  

  雏鹰模式从养殖环节延伸至零售环节。公司开创的雏鹰模式将农户养殖的

激励与工厂化统一管理进行有效的结合，实现了效率与管理的统一。随着公

司零售终端的建设，雏鹰模式的理念有效地移植到零售环节，推行加盟商与

公司利益共享安全可溯源概念和结构化产品构建雏牧香品牌战略。雏牧香门

店建设从郑州的五十家开始起步，向河南省及全国开始了全面扩张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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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饲料源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安全可溯源概念，有助于雏牧香在食品安全

问题频发的国内市场中成为明星品牌。包括生态肉、生态蔬菜、肉制品在内

的多层次、多元化产品结构，对于门店经营形成有效支撑。  

  产业链一体化保障业绩增长稳健。公司打造了“饲料-种猪-仔猪-肉猪-冷

鲜肉-肉制品”一体化产业链，可以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对产品结构进行相

机抉择，从而有效平抑行业周期波动的风险，实现盈利更加稳健的增长。  

  估值和投资建议。 预计公司 12-14 年实现 EPS 分别为 0.64元、 0.71 

元、 1.98元，给予公司目标价 20 元，对应 12-14 年 PE 为 31x、28x、

10x，增持评级。  

  重点关注事项  

股价催化剂(正面)：雏牧香门店快速扩张；零售终端雏鹰模式的成功运行；

生猪价格周期出现向上拐点。  

风险提示（负面）：行业产能扩张过快；生态猪肉推广低于预期；养殖疫情。 

 日出东方(603366.SH)：调研 

公司主营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工程系统等太阳能热利用产品，拥有“四

季沐歌”和“太阳雨”两大知名品牌，是国内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龙头企业。 

双品牌战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四季沐歌和太阳雨两个品牌渠道和营销团

队完全独立，便于推广和管理；但生产线、物流配送和售后等又是共享的，

有利于提升运营效率和反应速度。两个品牌差异定位、互相补充，在市场上

形成良性竞争，有利于公司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渠道将拓展至一二级市场：由于行业特点，公司目前大部分收入来自农村，

销售网络以三四级市场为主。考虑到城市市场对太阳能热水器的需求也将逐

步增加，公司将投资 3亿元在一二级市场建立营销网络，公司营销网络将实

现由县镇市场向城市市场延伸，加强工程市场拓展的能力。 

工程业务将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工程业务主要渠道为企事业单位、房

地产项目和工业用途。公司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优质经销商，在工程业务上具

备较强的项目公关能力和拿订单能力。近几年工程业务增长迅速，目前在公

司主营收入中的比例达 10%。未来随着民用住宅建筑热水工程、公共建筑热

水工程等的逐步推广，我国太阳能热水工程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工程业务

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我们看好公司作为太阳能热水器行业龙头的增长空间。预计公司 2012-2014

年基本每股收益为 1.07元、1.29元和 1.47元，首次给予公司增持评级。(家

用电器行业研究员：刘飞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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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聚焦： 
 更加重视法治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要作用 

  我国 30多年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其核心在于实现经济资源的

计划配臵向市场配臵的转轨，不断强化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学者

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主要做了两件事，即市场化和法治化，两者相辅相成，共

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姜洋：加大利率汇率类金融期货期权研发力度 

  姜洋指出，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机遇期。下一步，

证监会将积极创造条件，扎实推进市场改革、创新和开放，不断提升期货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要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拓展期货市

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和广度。 

 明年非信贷类融资或继续高速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2013年货币政策或延续“稳健”基调，但更为广义的社会

融资需求将维持在高位。明年流动性将继续呈现社会融资总量多增、M2相对

平稳的格局。 

 《中原经济区规划》正式发布 农业等多行业受益 

  12月 3日，国家发改委网站正式发布《中原经济区规划》。业内人士表示，

规划以河南省为主，涵盖安徽、山东多个市，是迄今为止国家批复的地区规划

中覆盖面最大的一个。 

 世界首个玻璃期货合约昨郑商所挂牌 

  昨日全球首个玻璃期货合约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也是郑商所首个

建材类期货品种。据了解，该合约是我国首个采取完全厂库交割的期货品种，

在整个合约制度设计及研发中实现了多项创新。 

 中国资本市场学院在深成立 

  中国资本市场学院是中国证监会根据资本市场快速发展需要、着眼于资本

市场整体布局而作出的重要决策，定位为高层次、市场化、国际化的研究、教

育、培训机构，强调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致力于为中国资本市

场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 

 全球资金流向重归美国 中国股票基金流入 7周新低 

  随着美国对财政预算的大幅缩减，全球投资者将投资眼光从中国重新转向

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1月最后一周，美国全球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

数据显示，EPFR跟踪的美国股票基金获得超过 100亿美元净申购，创下一年

多新高。 

http://finance.jrj.com.cn/people/2012/12/04022514767003.shtml
http://finance.jrj.com.cn/people/2012/12/04022914767008.shtml
http://finance.jrj.com.cn/2012/12/04023014767009.shtml
http://finance.jrj.com.cn/2012/12/04054114767517.shtml
http://finance.jrj.com.cn/2012/12/04054414767522.shtml
http://futures.jrj.com.cn/
http://finance.jrj.com.cn/2012/12/04045114767380.shtml
http://finance.jrj.com.cn/2012/12/04050914767428.shtml
http://fund.jrj.com.cn/
http://summary.jrj.com.cn/hqstat/hqstat.shtml
http://stock.jrj.com.cn/
http://forex.jrj.com.cn/list/zt_m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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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师一致看好明年中国经济 

  2012年已近尾声，2013年即将开始。与今年的经济波动相比，市场更为

关注明年的经济走势。在昨日召开的第八届北京金博会“2012中国资本市场年

度峰会”上，国内外分析师一致看好明年中国的经济形势。 

 券商设立非现场营业部信息技术标准明确  

  证券营业部信息技术系统标准进一步明晰。中国证券业协会昨日发布实施

修订后的《证券公司证券营业部信息技术指引》（下称《指引》），将证券营业

部信息技术系统模式分为 A、B、C三类。 

 

   

新股日历： 

本周无新股 

 

http://finance.jrj.com.cn/2012/12/040449147673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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