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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海外市场表现 

指数 收盘 前收盘 
涨跌幅

(%) 

恒生指数 17989.35 18256.19 -1.46 

道琼斯数 12045.70 11555.65 4.24 

纳斯达克 2620.34 2515.51 4.17 

标准普尔 1246.96 1195.19 4.33 

日经指数 8434.61 8477.82 -0.51 

金融时报 5505.42 5337.00 3.16 

资料来源：港澳资讯 
 

国内市场表现 

指数 收盘 前收盘 
涨跌幅

(%) 

上证指数 2333.41 2412.39 -3.27 

沪深 300 2521.52 2608.57 -3.34 

深证成指 9693.39 10012.94 -3.19 

资料来源：港澳资讯 
 

大宗商品 

指数 收盘 涨跌幅(%) 

纽约原油 100.36 0.57 

BDI 1846.00 0.98 

LME 铜 7885.00 5.27 

LME 铝 2110.00 5.71 

COMEX 黄金 1750.30 1.83 

资料来源：港澳资讯 
 

沪深 300 走势图(近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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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viewdetail] 

晨会视点 

市场点评 

1、利空消息频扰大盘再现破位走势 

事    项： 周三沪深两市呈现大幅下跌走势。沪指报 2333.41 点，跌 78.98点，跌幅 3.27%，成交 722.2 亿元；

深成指报 9693.38 点，跌 319.56 点，跌幅 3.19%，成交 712.3亿元。两市早盘小幅低开后，股指一

路下滑，开盘一个小时之后，国际板传言再度袭来，B 股指数出现跳水，两市股指也随之跌幅扩大。

午后两市略有启稳，短暂横盘之后恐慌情绪再度蔓延，板块个股争相杀跌，部分个股出现本轮调整

甚至上市以来新低。尾盘前两市止跌，但反弹乏力，两市以长阴线报收。 

华创观点： 周三沪深两市大盘再现暴跌行情，各权重板块恐慌性杀跌，资金加速出逃，股指呈放量且单边下跌

态势。究其下跌原因有两方面，1是工行拟发行不超 700 亿次级债，大规模加速融资，对股市严重抽

血。2是传国际板对接方案和流程已制定，致 B股暴跌传导至两市 A 股，使得投资者如惊弓之鸟。板

块表现方面，所有板块全线尽墨，市场做空能量主要集中在机械、金融、有色、煤炭、化工、电力

设备等权重板块；而三网融合、物联网、文化传媒等概念股也遥相呼应，全天个股再现惨烈的普跌

行情。 

资金流向方面：周二主力资金净流出-50.10 亿元，仅教育传媒板块呈现资金净流入；化工化纤、券

商、机械、有色金属、电子信息板块呈现资金净流出。5日资金净流出-72.44亿元，5日资金净流出

的有券商、机械、化工化纤、有色金属、工程建筑等板块；5日资金净流入的有教育传媒、医药、旅

游酒店、银行板块。在连续多日资金回流后，周三净流出增加。 

技术上看，两市股指突现“雪崩式”下跌，市场在短暂整理后再现非常强的做空力量，两市合计成

交 1434 亿元，较前一天放大约 23%。从小级别大盘走势来看，2400 点附近整理多日的平台失守，技

术形态再次被破坏，后市二次探底前期低点 2307点的可能性大增，未来大盘走势将以探底寻求支撑

为主。 

周投资策略，流动性状况依然是主导市场的核心因素，当前仍然处于争夺流动性阶段，房地产风险

的释放以及房地产信托的潜在风险使得流动性压力仍将不断增大，除非政策方面出现高频度的释放

流动性措施，否则很难改变因货币流通速度更快下降带来的流动性收缩，我们对整体市场依旧持谨

慎态度，等待好转信号。建议继续关注部分主题性投资机会，如 1 号文件农业相关的种子和农机、

水利、软件以及北斗系统等，近期均取得了不错的相对收益。（寇英哲） 

  

海外市场 

1、六大央行联手缓解流动性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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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六国央行联手缓解流动性紧张。 

美国 11月 ADP 私人部门就业上涨 20.6万，超出此前市场预期的 13 万。 

10月二手房签约销售指数环比大幅增加 10.4%，超出此前市场预期的 2%。 

11月美国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录得 62.6,超出此前市场预期的 58.5。 

华创观点： 昨晚美欧英日瑞加六国央行下调美元互换利率 50基点，并将互换协议到期时间延长到 2013 年 2月。 

首先，该政策的背景是，欧洲银行系统一体化程度较高，并且是从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大量借助美元

以短期批发融资，导致在避险情绪紧张时，流动性加剧紧缺：10 月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从欧洲大幅削

减风险敞口 9%，并且在欧洲在全球的风险敞口的比重也从 9月的 37.7%下降至 34.9%，而危机前这一

比重大约为 50%，按照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为 1.44 万亿美元的规模来看，目前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已经

较危机前大约关闭了至少 2000亿美元的融资窗口。 

我们认为，此次美联储于五大央行联手再次向欧洲注入流动性，是与 9 月中旬五大央行注入流动性

是一个连贯性的操作，是弥补流动性回流产生融资缺口的重要举措。此前 9 月的具体操作：采用有

合格抵押品作担保的固定利率回购协议足额分配资金，三次招标的时间分别为 10 月 12 日、11 月 9

日和 12 月 7 日，每次操作的期限为 84 天，从目前六大央行再次提高美元流动性的输送力度来看，

此前这一举措的力度未能达到足够缓解流动性紧缺的局面，而此次降低美元融资成本，也延长互换

协议到期时间，则显示六大央行进一步认识到对于目前欧洲流动性紧缺的严重性。 

从政策展望来看，六大央行联手给了全球宏观层面上解决流动性紧张的先决有利条件，而进一步，

从欧洲地区的政策展望来看，我们认为欧洲央行将参考美国 2008年时流动性紧缺与货币乘数急剧下

降时的危急情形来看，预计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继续降息和出台欧版量化宽松。（何珮 柴小虎） 

  

 

[table_newsdetail] 

财经要闻 

宏观政策 

1、央行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 

财经要点：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2011 年 12 月 5 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

点。 

2、发改委宣布上调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 

财经要点： 国家发改委宣布上调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其中销售电价全国平均每千瓦时 3分钱,上网电价对煤电

企业是(每千瓦时)2 分 6，所有发电企业平均起来是 2 分 5，涨价幅度不大。这次发改委还对煤炭价

格进行了限制。主要规定，合同煤价在 5%的幅度内可适当上涨，对市场煤价进行限价，秦皇岛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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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的交易煤价，5500 大卡的煤价，每吨不能超过 800 元，同时，发改委还推出了居民阶梯电价指

导意见。 

行业公司 

1、二三线城市领跌楼市成交 降价潮可能会加速蔓延 

财经要点： 中国指数研究院 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11月 21 日至 27日)监测的 35个城市中，30城市楼市

成交量同比下降，7城市成交量降幅在 50%以上，其中长沙(期房)同比降幅最大，达到 79.46%，其次

是汕头，同比降幅达 58.69%。重点城市成交量也均同比下降，其中天津跌幅最大，达 57.07%，杭州

(不含萧山、余杭)同比跌幅亦超过 50%。 

2、海水淡化发展规划通过评审  

财经要点：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日前组织召开《“十二五”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规划》评审会。上海证券报记者从分

离膜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处获悉，评审会最终原则上通过了这一规划。根据《规划》，中国海水淡化

产能有望从今年的 66万吨/天提升到 2015 年的 200万吨/天以上。 

3、“十二五”民爆行业集中度将大幅提高 

财经要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 30 日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民用

爆炸物品行业产品结构将进一步优化，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安全和质量

水平进一步提高。 

国内市场 

1、住建部长带队调研各省区保障房开工情况 

财经要点： “部长将带队 50人的司局级干部调研组，深入每个省区对保障房开工率进行现场检查。”一位接近

住建部的人士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针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掺水”和质量问题，住建部

将对地方的保障安居工程建设进行摸底调研。 

上述人士介绍，检查方式分两步，先是市级部门自查，统计信息上报省建设厅，各省的建设厅派督

察组对地方抽样检查，核实情况；再有以住建部部长姜伟新为代表的部司级领导组成的 50人的督察

组还将深入地方调研，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据悉，此次督察全面遵守住建部要求的“三个开工”标准，即 1/3浇筑地基、1/3 超出地面、1/3 主

体结构完工。不达标，不计入计算开工率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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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强推：预期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10%－20%； 

 中性：预期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 -10%－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10%－20%之间。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推荐：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涨幅超过基准指数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5%以上。 

分析师声明 

每位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研究分析师在此作以下声明： 

分析师撰写本报告是基于可靠的已公开信息，准确表述了分析师的个人观点；分析师在本报告中对所提及的证券或发行人发表的任何

建议和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其个人对该证券或发行人的看法和判断；分析师对任何其他券商发布的所有可能存在雷同的研究报告不负

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可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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