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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证视点 
大盘短期调整压力增加 

周四大盘再度冲高回落，受利好政策刺激以及隔夜美股反弹带动，大盘跳空高开，科技类个股涨势凌厉，上证指

数一度上涨逾 30 点，但在中小市值个股普遍活跃的同时，银行、地产等权重股表现低迷，大盘午后冲高回落，截至

收盘上证指数收于 2508 点，涨幅 0.16%，深圳成指收于 10624 点，涨幅 0.40%，两市成交量合计超过 2700 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明显放大，近 7 成个股上涨。 

热点方面，科技股的行情继续深化，呈现全面开花态势。消息面上科技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科技和

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将不断深化科技、金融和管理改革创新，实现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

的有效对接，加快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为深入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提供重要保障。受此利

好消息刺激，软件服务板块大幅高开，多只个股开盘快速涨停，整个电子信息科技板块也延续了前一交易日的强势，

再度集体大涨。 

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公告称，将于 11 月 4 日召开淘汰白炽灯路线图新闻发布会，对 LED 照明和节能灯产业形成

利好，光电板块走强，联创光电、雷曼光电、瑞丰光电等涨停。光电板块的上涨也是延续了近期市场资金进行炒作的

思路，即选择受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的新兴产业个股，进行连续的快速拉升。我们认为光电产业未来前景较为广阔，也

不乏业绩和成长性较好的公司，但短期涨幅较大后整体板块回调压力也增加，投资者不宜继续追高，但是可以关注其

中优质个股回调后的长期价值机会。 

文化传媒板块在周四出现了宽幅震荡，早盘跌幅居前，午后强势拉起，多只个股一度再逼近涨停板，但临近收盘

时出现快速跳水走势。鉴于此板块涨幅和估值均处于高位，后市调整风险较大，投资者对该板块建议以谨慎观望为主。 

周四大盘出现放量冲高回落的走势，做多能量消耗较大， 从板块热点来看，近期领涨的文化传媒板块出现高位的

宽幅震荡，而科技股公司也处于全面加速上涨的阶段，上涨速率过大后市板块也面临调整。加上 2550-2600 点区域存

在较强的技术压力，大盘突破了 60 日均线后也有回调确认的需要，预计近期大盘将围绕着 2500 点关口附近进行整理。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不宜追涨，控制仓位的前提下关注涨幅较低调整较为充分的一些二线蓝筹个股，注意把握操作的节

奏。（长江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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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快讯 
长江证券快讯：今日新股申购，华西能源，代码 002630，发行价格 17 元，上限 3.3 万股，资金解冻 9号。 

长江证券快讯：欧央行降息希腊取消公投引发欧美市场出现反弹，由于国内市场调整压力已经显现，故今日仍是震荡

的局面，注意控制仓位。 

 

财经新闻 

国务院发文支持云南省发展 

国务院发文要求加大转移支付和投资力度，支持云南省发展，到2015年，通道和物流体系基本完善，交通、

能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进展；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和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出口加工基地初

步形成；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贫困

人口数量大幅减少；高原湖泊、重点流域水质恶化和水土流失加剧趋势得到遏制，石漠化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森

林覆盖率达到50%以上，全面完成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 

专家预测年底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多位专家预测，年底前将会推出结构性放松政策，甚至是调低存款准备金率。瑞穗证劵亚洲公司首席经济

学家沈建光预计年底两月，信贷额度会大幅提升，不排除年底下调准备率的可能。澳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刘立刚认为，中国应该考虑尽快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对于中小银行来说，至少应该降低两次存款准备金率。渣打

中国的经济学家李炜也称，今年年底前，中国央行可能会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因为届时PMI指数可能跌破50，
政府需要刺激经济增长。 

证监会表示正在研究创业板再融资方面规定 

《证券时报》报道，证监会创业板发行监管部毕晓颖处长11月3日在第十五届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上

表示，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创业板再融资方面的规定。而在今年两会期间，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陈东征在

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曾表示，创业板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年内有望推出。 

希腊总理已取消对欧盟援助计划进行全民公投 

    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在希腊内阁紧急会议上宣布，已经取消了对欧盟最新援助

方案进行全民公投的计划。预计希腊在未来几周中不会债务违约，原因是新一轮的债务偿还要从12月19日开始。 

欧央行降息25个基点至1.25% 

    欧洲央行3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25%。欧央行在简短的会议后声

明中还称，新任行长德拉吉将在北京时间9点半召开新闻发布会。本次会议是德拉吉接替特里谢以来的第一次货

币政策会议。消息公布后，欧股的涨幅明显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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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观察

产经新闻 

中国将加强与欧洲三国海运、农业等经贸合作 

    商务部副部长钟山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中国将加强与欧洲希腊、荷兰、德国三国海运、农业等经贸合作。钟

山说，中国将扩大与希腊的海运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希腊基础设施建设和私有化项目。将深化

与荷兰在现代农业领域合作，加强温室技术、蔬菜和鲜花培育、食品加工、乳业、畜牧生产和兽医等领域合作；

大力拓展旅游、物流、通讯、设计、金融保险、工程承包等服务贸易；鼓励两国企业通过绿地投资、参股、并购

等多种方式在高新技术、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加强合作。中德两国将大力拓展和加强在新能源、新材料、

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加强两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合作，充分利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

的20亿欧元的专项贷款，推动两国中小企业的合作。 

淘汰白炽灯路线图即将发布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将于11月4日上午在京召开发布会，正式发布淘汰白炽灯路线图，介绍《关于逐步禁止和

销售普通照明白炽灯的公告》。根据早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从2012年10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进口100瓦及以上

普通照明用白炽灯；从2014年10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进口60瓦及以上普通照明用白炽灯；依据能效标准，禁止

生产、销售和进口光效低于能效限定值的低效卤钨灯；从2016年10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进口15瓦及以上普通照

明用白炽灯。其中，反射型白炽灯、聚光灯、装饰灯等其它类型白炽灯以及特殊用途白炽灯不在淘汰范围之内。

研究中心认为，随着中国淘汰白炽灯路线图的发布与逐步落实，对于生产节能灯与 LED 照明的相关上市公司将

带来一定利好。 

中国矿产资源总体查明率平均为36% 

    中国国土资源部首份《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1）》显示，目前中国矿产资源总体查明率平均为36%，铁、

石油、天然气等待查明矿产资源潜力巨大，许多矿种勘探尚处于早期阶段。报告显示，中国矿产资源总体查明率

平均为36%，其中铁、铝土矿查明率分别为27%和19%，待查明矿产资源潜力巨大。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评价表

明，中国石油地质探明率为26%，勘探处于中期阶段；天然气探明率为15%，勘探处于早期阶段。 

中国启动首个林业碳汇交易试点 

    经国家林业局同意，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与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先行开展林业碳汇交易试点，旨在积极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11月1日，试点启动仪式在浙江省义乌市国际博览中心举行。阿里巴巴、歌山建设等10家企业签

约认购了首批14.8万吨林业碳汇。A股中从事林业种植、木材加工、造纸等拥有林业资源的上市公司将会在未来

获得新的业绩增长点。此外，近期国家林业局近期印发《林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也为林业产业发展提供有力

的政策支持。 

辽宁省将在交通领域推广液化天然气 

记者近日在相关部门了解到，辽宁省将在交通领域推广使用液化天然气，首先在丹东公交系统进行先行试点。

今年10月，辽宁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全省液化天然气(LNG)推广使用工作方案》，

到“十二五”末期，“气化辽宁”将取得全面发展，并走在全国前列。液化天然气热值高、污染少，是一种值得大力

推广使用的清洁能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已将我省确定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省之一，交通运输部也将我省确定

为全国首批LNG汽车推广使用试点省之一，这为我省积极稳妥地推广使用液化天然气提供了契机。辽宁省液化天

然气的推广使用工作将在交通领域先行开展，重点是公交车、道路客运班车、重型卡车以及出租车等，并逐步向

船舶、钻机、锅炉、高端工业用户和城镇气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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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万科 A10月销售额降逾3成 

    万科A(000002)、万科B(200002)11月3日晚间公布10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2011年10月份公司实

现销售面积100.4万平方米；销售金额103.4亿元，环比下降17.34%，同比下降33.33%。2011年1-10月份，公司

累计实现销售面积941.5万平方米；销售金额1074.3亿元，同比增加23.58%。 

杭萧钢构中标重大工程 造价逾5亿 

    杭萧钢构(600477)11月3日晚间公告称，11月3日，公司收到杭州萧山三阳安居房开发中心通知，公司成功

中标钱江世纪城人才专项用房一期项目一标段工程，结构类型为钢结构住宅，该工程造价5.14亿元。 

太平洋遭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2266.96万股 

    太平洋(601099)11月3日晚间公告称，公司六家一致行动人股东包括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六合

投资有限公司、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云南省工

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日前接到相关股东通知，自10月25日到11月2日下午收盘，玺萌置业、华信

六合、大华大陆和中储股份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分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万股、1458.56万股、436.89
万股和351.51万股，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总计2266.9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 

方正电机获1316万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 

    方正电机11月3日晚间公告，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下达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201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

知，公司形成年产1万台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的生产能力项目获得中央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1316万元。 

卫士通遭股东减持773万股 

    卫士通(002268)周四盘后公告称，公司股东成都新兴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12月15日至2011年11
月2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7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减持均价22.03元。 

江苏辉伦二期250MW 光伏组件项目如期投产 

    11月3日，江苏辉伦太阳能宣布，10月底在南京举行了二期250MW 太阳能组件项目的投产仪式。公司方面

表示，辉伦二期项目的建成，不仅标志着其自主产能提升到450MW，而且对国机集团新能源板块、对苏美达集

团太阳能业务，对辉伦品牌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在当前光伏寒冬之际，江苏辉伦在此时

间投产本身也是如期项目推进，目前的日子并不会好过。 

禾盛新材获控股股东增持9.80万股 

    禾盛新材(002290)11月3日晚间公告称，公司今日接到通知，控股股东赵东明今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增持

公司股份9.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本次增持后，赵东明持有公司股份5970.3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68%。根据本次增持计划，赵东明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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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观察

国际市场 
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1.76%； 

英国富时 100 指数上涨 1.12%； 

法国CAC40 指数上涨 2.73%； 

德国DAX指数上涨 2.81%；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2.49%； 

 

中金所 2011 年 11 月份股指期货上涨 0.12%，收盘 2747.4 点； 

中金所 2011 年 12 月份股指期货上涨 0.15%，收盘 2753.8 点； 

 

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低硫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上涨 1.69%，收报每桶 94.07 美元；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上涨 2.05%，收报每盎司 1765.1 美元； 

 

LME3 个月铜下跌 0.18%，收报每吨 7903.75 美元； 

LME3 个月铝上涨 1.23%，收报每吨 2152.25 美元； 

 

美元指数下跌 0.70%，收报 76.66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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