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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会纪要 

2011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三 

【今日焦点】 

  国务院全面动员和部署“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９月２７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重要讲话，他强调，

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认识节能减排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下更大决

心、花更大气力，打赢节能减排持久战和攻坚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重要财经信息】  

 投资者急抄底，亚太股市全面翻红。受前一个交易日欧美股市上涨及投资者逢低买入等因素推

动，２７日亚太地区主要股市全线上扬。 当天，东京股市日经２２５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比前

一个交易日上涨２３５．８２点，收于８６０９．９５点，涨幅为２．８２％。韩国股市大幅

反弹，并带动韩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上扬。 当天韩国首尔股市综合指数收于１７３５．７１点，

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８３点，涨幅达５．０２％，创３２个月来之最。 

 上海地铁 10 号线昨发生追尾事故。 27 日 14 时 51 分，上海地铁 10 号线两列地铁列车发生追尾

事故。就诊检查人员 271 人，其中 180 人出院，61 人住院，30 人观察，无危重伤员。本次追尾

事故是与信号系统发生故障从而采用人工调度有关。上海地铁 10 号线信号系统承包方是卡斯柯

公司，已成为众矢之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上海地铁 10 号线的信号系统第一次犯错了。 

 欧盟单方面推出金融交易税面临阻力。尽管最近召开的欧元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并未就开征

金融交易税达成共识，但德法和欧盟主席依然“力挺”金融交易税。欧盟主席巴罗佐日前表示，

欧盟拟将在 11 月份召开的 G20 峰会前宣布欧洲金融交易税计划，并期待在峰会上达成一项全球

性金融交易税协议。 

 券业积极备战融资融券“转常规”。随着融资融券业务“转常规”的临近，未获得业务试点资格的

券商已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业务推出相关工作。昨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在京组织召开融资融券

业务培训班，75 家尚未开展两融业务的证券公司相关业务人员参加了培训。协会表示，组织此

次业务培训班，旨在配合做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转常规工作，对拟申请融资融券业务

资格证券公司的业务准备工作予以指导。   

 中部地区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新华是在于日前在山西太原举办的“第

六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中部发展金融论坛”表示，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

中部崛起重大战略举措的出台和落实，中部地区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经济社会实现了又

好又快的发展，区域资本市场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市场规模不断地扩大，市场结构明显优化，

资本市场已逐渐成为中部地区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产业整合的重要平台。截至今年 8 月底，中

部六省上市公司达到 360 家，总市值近 2.89 万亿元，流通市值 2.27 万亿元，分别占全国市场的

16%、11.4%和 11.8%。2006 年以来，中部地区累计融资 4311 亿元，实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119

家。  

 前 8 月工业利润愈 3.2 万亿，同比增 28.2%。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32281 亿元，同比增长 28.2%，增速继续回落，但降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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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较 1-7 月的增速仅下滑 0.1 个百分点。从 39 个工业大类来看，上游行业继续保持高景气度，

部分中下游行业效益状况恶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31695 亿元，同比增长

29.9%。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08 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6.07%。 

 基金申募降温基金申募降温。A 股市场近期的疲弱走势使新基金申请募集热情日渐降温。中国

证监会基金部按期公布的基金募集申请核准情况显示，上周仅 3 只基金向监管部门递交了募集

申请，其中两只为 QDII 产品。上周递交申请材料的 3 只基金分别为广发纳斯达克 100 指数基金

（QDII）、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基金、国投瑞银亚太房地产收益基金(QDII）。其托管银行均

为中国银行。 

【行业要闻】  

 工业设计产业将获大力扶持。作为工业设计产业的核心环节，工艺美术行业即将得到主管部门

的大力支持。工信部工程师朱宏任日前表示，工信部作为行业管理的职能部门，将通过编制工

艺美术行业发展规划、修订《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制定《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实施细

则等工作，加强宏观指导，为行业发展创作良好的环境。 

 需求放缓已成定局，铁矿石价格开始下跌。 钢材市场 9 月以来的疲弱，拖累前期一度达到年内

最高位的铁矿石市场也开始掉头向下。根据“我的钢铁”网提供的信息显示，昨天，国内铁精粉

市场继续弱势中行进，市场观望态度浓厚。进口矿弱势不改，全天询盘不振，节前需求放缓已

成定局。矿山现货招标价也进一步走低，澳大利亚皮尔巴拉粉矿已经较此轮最高点跌去 10 美元

/吨，罗布河粉更是惨烈暴跌，较上次招标价劲挫 6 美元/吨左右。 

 国家扩大建材下乡试点。建材下乡试点扩大化政策突然出台，给水泥产业特别是京津鲁渝宁 5

地水泥企业带来额外发展契机。27 日，住建部、发改委、工信部、国土部、商务部等 5 部门联

合下发《关于做好 2011 年扩大建材下乡试点的通知》，将建材下乡试点扩大至北京、天津、山

东、重庆和宁夏 5 地，继续推动水泥下乡并推广使用散装水泥。 

 产能过剩需求清淡，钛白粉价格暴跌。目前国内钛白粉产能面临严重过剩，加上市场低迷，价

格已几乎跌至年初低点。大宗商品资讯商生意社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内外钛白粉企

业数次提高价格。金红石型钛白粉价格自年初的 1.65 万元/吨，一路飙升至 7 月末的 2.25 万元/

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涨幅达 36.4%，成为无机化工领域最炙手可热的品种之一。 但从 8 月份

起，钛白粉价格“高台跳水”，一线厂家金红石型出厂价先后跌破 2 万、19000 元大关，目前已跌

至 18000 元-18500 元/吨，锐钛型出厂价则跌至 15000 元-15500 元/吨，几乎回到年初水平。 

 汽车产品出口开始快速增长。随着２００９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复苏，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国汽

车及零部件出口开始呈现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２０１０年我国整车出口５６．６万辆，同

比增长５２．９％，汽车及零部件出口３１０．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３．１％。今年１－７

月汽车及零部件出口２２８．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３％，其中整车出口４６．５万辆，

同比增长５３．３％。 

【山西经济动态】  

 第六届中博会山西省省属国有大企业第三批招商引资项目签约。昨天下午，第六届中博会

山西省大企业项目签约仪式在太原晋祠宾馆举行，这是我省省属国有大企业近期举办的第

三批招商引资项目签约活动。此次签约项目，煤焦冶电类项目比重明显降低，新兴产业项

目和大项目明显增多。签约项目 52 个，项目总投资 2279 亿元项目主要有：潞安集团与西

门子股份公司，合资建设“大型特种电机项目”；太钢集团与林德-比欧西（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在太钢投资建设“节能减排、循环发展配套大型空分供气装置项目”；国际能源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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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石油分公司，在寿阳等县区合资建设“压缩天然气项目”等。 

跨国采购会签约金额超 20 亿元。9 月 26 日至 28 日，由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主办，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和山西省商务厅承办的第六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跨国采购洽谈会在太原成功举办。

共有近十个省市组团参加，近千家企业的代表参会，其中包括供应商 800 多家、采购商 80 多家，采

购商中有 14 家大型国内外零售集团，协议采购金额超过 20 亿元。 

【山西证券股票池动态】 

 000963 华东医药：华东医药今日公告，公司拟出资 1622.88 万元受让浙江惠仁医药有限公司 36%

股权，公司持股比例将升至 51%，成为其控股股东。 

 600188 兖州煤业：兖州煤业今日披露，为提升后备资源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全资附属

公司澳思达煤矿有限公司日前签署交易协议，拟以 2.968 亿澳元（约合人民币 18.63 亿元）的价

款收购澳大利亚西农普力马煤矿有限公司和西农木炭私有公司各 100%股权。 

 600010 宝钢股份：宝钢股份今日发布公告称，9 月 27 日，控股股东宝钢集团通过上交所交易系

统买入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约 2000 万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11%。 

 601636 旗滨集团：旗滨集团今日披露，为充分利用漳州旗滨玻璃工业园的产业优势，通过大项

目带动效应，开发建设东山太阳能光伏及玻璃新材料制造中心，公司控股股东旗滨置业日前与

东山县人民政府就共同开发漳州（东山）光伏及玻璃新材料产业园的有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并签署了合作协议书。 

 000859 国风塑业：国风塑业今日披露，拟投入 2.05 亿元上马电容膜项目，达产后可年增营收 2

亿元、净利润 3722 万元。 

 000665 武汉塑料：  武汉塑料今日披露，9 月 26 日，公司收到二股东武汉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

《关于股权变动情况说明》的书面文件，因其与武汉经开投资之间存在股权争议，经法院裁决，

将武汉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所持武汉塑料 287.2982 万股转至武汉经开投资。本次股份变动完成

后，武汉经开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由原来的 4032 万股增至 4319.2982 万股，占总股本的 24.336%。 

 600461 洪城水业：洪城水业今日披露，考虑未来经济发展形势及加息因素，为进一步拓宽公司

融资渠道，降低融资费用，改善负债结构，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中国债券市场公开发行金额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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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6 亿元（含 6 亿元）的人民币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10 年（含 10 年）。募集资金拟用于置

换银行贷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或补充流动资金。 

 600703 三安光电：三安光电今日披露，公司 9 月 27 日与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政府签订了《三安

光电安溪县蓝宝石衬底项目投资合作合同》，公司将在福建泉州（湖头）光电产业园投资从事

蓝宝石衬底的研发与制造，项目总投资 25亿元，占地面积约 800亩，年生产能力 2寸衬底 1200

万片。该项目总建设周期 3年，公司力争 2年完成。 

【新股、债券和基金发行】 

新股发行 

申购代码 公司简称 
发行价

格（元） 
发行市盈 发行数量 申购限额 申购日期 

深:002622 永大集团  未定 未定 3800 万 未定 20111010 

深:300271 紫光华宇(创)  未定 未定 1850 万 未定 20111010 

新股上市 

代码 公司简称 
发行价

（元） 

发行量

（股） 
发行市盈 申购中签率 上市日期 

深:300269 联建光电(创)  20 1840 万 38.31 倍 未公布 未定 

沪:601669 中国水电  4.8 35 亿 16 倍 未公布 未定 

深:300270 中威电子(创)  35 1000 万 42.68 倍 未公布 未定 

深:002623 亚玛顿  38 4000 万 28.36 倍 未公布 未定 

深:002619 巨龙管业  16.15 2350 万 34.36 倍 0.68% 20110929 

深:002621 大连三垒  24 2500 万 36.92 倍 0.94% 20110929 

沪:601996 丰林集团  14 5862 万 29.17 倍 0.88% 20110929 

深:002620 瑞和股份  30 2000 万 40 倍 2.42% 20110929 

沪:601633 长城汽车  13 3.0424 亿 14.94 倍 7.52% 20110929 

增发 

代码 公司简称 
发行数量

（万股） 
增发价格（元/股） 申购日  

配股 

代码 公司简称 配股比例 配股价（元） 配股申购日 配股截至日  

可转债发行 

【今日停复牌】 

【沪市停牌】 

 停盘一小时：  

 停盘一天：上海梅林、香江控股、ST国祥、冠豪高新、ST磁卡、郑煤机停牌一天。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002622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300271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300269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601669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300270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002623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002619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002621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601996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002620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6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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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轻纺城停牌终止日 2011 年 9 月 27 日。*ST 华源、*ST 华源 B 停牌终止日 2011 年 10 月

10 日。 

【深市停牌】  

 停盘一小时：西藏发展、*ST钛白停牌一小时。 

 停盘一天：云铝股份、七星电子、四方达停牌一天。 

 其他：棕榈园林特停。 

【股票和基金开户数（周）】 

 指标名称 单位 2011-08-26 2011-09-02 2011-09-09 2011-09-16 

沪深合计 

新增股票户数 户 212,398.00  190,853.00  158,579.00  131,578.00  

新增股票户数 A 股 户 212,085.00  190,510.00  158,249.00  131,341.00  

新增股票户数 B 股 户 313.00  343.00  330.00  237.00  

期末股票账户数 万户 16,274.20  16,292.32  16,307.33  16,319.80  

期末 A 股账户数 万户 16,022.43  16,040.53  16,055.52  16,067.97  

期末持仓 A 股账户 万户 5,710.16  5,708.12  5,716.36  5,720.78  

本周参与交易的 A 股账户 万户 1,058.04  1,006.53  871.06  707.41  

期末 B 股账户数 万户 251.77  251.79  251.81  251.83  

期末有效股票账户数 万户 13,767.24  13,786.07  13,801.69  13,814.67  

期末休眠股票账户 万户 2,506.96  2,506.25  2,505.64  2,505.13  

新增基金开户数 户 58,986.00  51,908.00  54,963.00  40,719.00  

封闭型基金 户 2,753.00  3,014.00  2,348.00  1,957.00  

TA 系统开放式基金（户） 户 56,233.00  48,894.00  52,615.00  38,762.00  

期末基金账户（万户） 万户 3,620.32  3,625.50  3,630.99  3,635.04  

【本周限售股解禁一览】 

本周 A 股流通统计 
本期开始流通股数合计(亿股) 18.13  

本期开始流通市值合计(亿元) 170.56  

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亿股) 64.40  

无限售条件股份市值(亿元) 737.81  

限售流通股份数量(亿股) 136.28  

限售流通股份市值(亿元) 1,025.55  

A 股总股本(亿股) 200.68  

A 股总市值(亿元) 1,7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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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A股解禁明细统计 

序

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时间 

本期流通数

量(万股) 

已流通数量

(万股) 

待流通数量

(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1 601058.SH 赛轮股份 2011-9-30 1,960.00  7,840.00  28,000.00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2 002594.SZ 比亚迪 2011-9-30 1,500.00  6,400.00  227,510.00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3 000732.SZ 泰禾集团 2011-9-30 3,763.06  14,987.19  82,967.55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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