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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基础数据基础数据基础数据

上证综指 2333

成交量 722（亿元）

深圳成指 9693

成交量 712（亿元）

降准迎来市场底和政策底降准迎来市场底和政策底降准迎来市场底和政策底降准迎来市场底和政策底

今日行情展望今日行情展望今日行情展望今日行情展望

在周二大盘出现反弹之后周三两市低开低走，沪指在上方

10 线压制下相继跌破 2400点关口以及 5 日均线支撑，盘面总

体走势较弱，十点半左右钢铁板块出现大幅跳水拖累指数加速

下行，随后沪指直线暴跌，盘面一片惨绿，B股更是创下 17
个月新低。午后沪指加速暴跌，权重股重挫，深成指创新低，

前期强势股如传媒环保板块领跌。盘面上无一板块上涨；电子

支付、三网融合、物联网、传媒娱乐跌幅逾 6%领跌大市。

从技术上看，周三大盘低开低走，整体疲弱态势尽显，金

融、资源板块全线重挫，拖累股指大幅调整。大盘日线收一根

长阴 K线，量能较前一交易日放大，经过连续多日在 2400小

幅震荡后，一跟长阴线破位下行，做出向下调整的方向选择。

本月的月 k线与前两个月的月 K线构成空方炮形态，看跌迹象

明显，延长大盘的见底时间。从日均线系统看，大盘已经形成

明显空头排列，预计 20日均线会在明后两天死叉 60日均线，

对大盘构成更大的调整压力，因此单从技术上看近期大盘将以

寻求底部支撑为主。但是在昨天晚间出台的降准消息上来看，

昨天的大跌似乎成了主力砸出的一个中长期的大大底。昨天大

盘重挫源于五大利空：

1.量能萎缩是最大的障碍，临近年底，资金都不想过多

投入，造成反弹的动能严重不足。

2.标普下调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等全球多家银行评

级，金融风险仍然威胁着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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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行拟发行不超 700亿次级债，大象的不断加速融

资，对股市严重抽血。

4、11月七券商股 40次闪现大宗交易 成交额环比激

增 27倍。显示多空双方对券商股的观点出现较大分歧，今日

券商股大跌，也说明资金对市场的后市不看好。

5、国际板传言再起，国际板始终是市场挥之不去的阴

影，近期国际板加速上市的传言在市场流传，今日的国际板概

念股走强，股指重挫，也说明市场对国际板抽血的担忧。

虽然昨天股市大跌，技术破位，但是昨天央行突然宣

布中国人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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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消息无疑是给市场的

一针强心剂。我们认为，这是市场在倒逼政策出台，这个政策

本应该早就出台，却耗了很久。股市暴跌，管理层出政策稳定

市场。这对市场是个绝对利好，目前政策底、市场底双底出现，

投资者可以尝试做多。关注板块：十二五相关受益板块、已经

年报预增股。

二、热点消息汇总二、热点消息汇总二、热点消息汇总二、热点消息汇总

1111、央行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0.50.50.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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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全球六大央行罕见联手救市 美国经济数据好于预期道指飚涨 4.23%4.23%4.23%4.23%
北京时间 12 月 1日凌晨消息，周三美国股市大幅收高，道指尾盘发力一举收复 12000 点关

口，大盘获得 2009年 3 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欧洲债务危机威胁全球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美

联储联手其他五家央行向遭受欧债危机打击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提振了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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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发改委宣布上调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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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证监会称近期推出国际板传言不属实

针对国际板马上要走内部流程，技术方案对接和上市流程已拟定好的传闻，证监会和上证

所相关人士今日双双否认：市场关于国际板的传闻并不属实。

5555、深交所详解创业板退市制度八大热点问题

不支持暂停上市公司通过借壳方式恢复上市；完善恢复上市的审核标准；新增加两个退市条

件；缩短资不抵债公司的退市时间；成交量过低公司直接终止上市；退市前有 30 个交易日的交

易机会；明确退市公司的去向；改革退市风险提示方式。

6666、央行联手救市 欧股收高 3.6%3.6%3.6%3.6%
北京时间 12 月 1日凌晨消息，欧股周三大幅收高，中国央行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美联储携手 5 家央行下调美元流动性互换利率，市场如同被注射了一剂强心针。

7777、纽约黄金期货上涨 1.9%1.9%1.9%1.9%报收于 1745.501745.501745.501745.50美元

当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下属商品交易所(COMEX)12 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32.1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 1745.50美元，涨幅为 1.9%，创下自 11月 16 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

三、市场传闻三、市场传闻三、市场传闻三、市场传闻

传闻：东方金钰(600086)：翡翠价格飙涨,走势独立于大盘

传闻：凯乐科技（600260）公司未来或将加大酒业及光电缆产业的投资力度。

传闻：欧菲光（002456）机构预期 2012年触摸屏及相关收入将占公司收入的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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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大族激光（002008）未来发展存超预期可能，并有望持续获得较大定单。

传闻：天宝股份（002220）考虑到每股资本公积金超 3 元，年报或具备高送转预期。

传闻：东阿阿胶（000423）未来 2-3年阿胶块将继续走高端奢侈品路线。

传闻：华夏银行（600015）据传,四季度业绩预增。

传闻：晋西车轴（600495）据传,公司与马钢合资做动车轮对。

传闻：新华都(002264)据传,近期拟向包括控股股东新华都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在内的不超

过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增发

四、热点板块追踪四、热点板块追踪四、热点板块追踪四、热点板块追踪

周三板块资金净流入流出排名：行业方面，沪深两市大盘资金净流出 50.10亿元。净流入方

面医药、仅教育传媒板块资金净流入，净流入 1.88亿元，净流入最大个股为 N凤凰；净流出方

面，化工化纤、券商、机械、有色金属、电子信息板块资金净流出居前，化工化纤板块居资金

净流出首位，净流出 4.95亿元券商板块居资金净流出第二位。机械板块净流出 4.30 亿元。资

金净流入个股前 10 排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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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向上看更加恐怖，不只是清一色的资金净流出，在净流出力度上，更是出现了恐怖

的都在 4 亿之上的净流出，和之前的温水煮青蛙相比，今天净流出力度至少在 5 倍以上，甚至

高达 10 倍，资金 的大幅净流出惯性下，市场继续探底难免。

五、本周关注个股五、本周关注个股五、本周关注个股五、本周关注个股

中线股：顺网科技（300113300113300113300113）

公司是领先的互联网娱乐平台运营商。致力于为网民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网上娱乐体验,

并充分利用公司在互联网娱乐领域的平台优势开发并提供多种形式的增值服务。网吧娱乐平台

竞争格局形成,公司迎来高速增长期:公司拟以 72.4元/股定向增发不超过 226万股和现金支付形

式,收购“上海新浩艺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 100%股权。双方合并后在互联网娱乐平台领域覆盖

的网吧将达到 156,156家,约占全国网吧总数的 80%。

从技术上看，该股从走势上看很长一段时间来是呈现上涨放量，下跌缩量的走势，k 线形

态上股价的重心不断上移，并且目前该股在上周强势站稳了年线，目前该股的 10 日、5日、年

线等均线的粘合度较高，对股价的支撑力度较强。因此后市给予华讯中线“A”评级。

短线股：旭光股份（600353600353600353600353）

公司主营产品是电真空器件系列产品,具体分为开关管、电子管和成套电器等,公司在国内真空灭

弧室行业稳居前三,是国内目前陶瓷真空开关管产销量最大、技术水准最高的厂家之一。公司为

细分行业龙头企业,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拥有真空灭弧室核心领域的专业厂家,具有年产 20 万只真

空灭弧室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及市场占有率均在国内同行业名列前茅。

从技术上该股近期呈现上涨放量，下跌缩量的态势，量价配合较好，而且近期站上了 60日生

命线，短期有一定的走强迹象，并且在昨天指数大跌的情况下该股收红，表明主力控盘度较高，

从周线上来看，该股近期走势稳定，运行在正常的上涨轨道当中，在周线和日线同时向好的情

况下该股有望继续冲高。给予华讯短线 A 评级。

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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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及完善性不作任何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晨会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

出价和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就本晨会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作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投资者

据此投资，投资风险自担。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对本晨会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

复制或对本晨会进行有悖原意的删改，否则，本公司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评级说明评级说明评级说明评级说明

评评评评

级级级级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1.1.1.1.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

行业评级。以报告发布后的12

个月内的市场表现为比较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的

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跌

幅相对同期的市场基准指数涨

跌幅为基准。

股票投资股票投资股票投资股票投资

评级评级评级评级

AAAAAAAAAAAA

AAAA
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20%20%20%2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AAAAAAAAAAAA
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15%15%15%15%～～～～

20%20%20%20%之间之间之间之间

AAAAAAAA
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10%10%10%10%～～～～

15%15%15%15%

AAAA 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5%5%5%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2.2.2.2.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

的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

跌幅相对同期的市场基准指数

的涨跌幅。

行业投资行业投资行业投资行业投资

评级评级评级评级

增持增持增持增持 明显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明显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明显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明显强于市场基准指数

中性中性中性中性 基本与市场基准指数持平基本与市场基准指数持平基本与市场基准指数持平基本与市场基准指数持平

减减减减持持持持 明显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明显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明显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明显弱于市场基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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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本公司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但本公司及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本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或建议在本报告发出后不会发生任何变更，且本报告

中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均仅反映本报告发布时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可能在随后会作出调整。我们已力

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者在投资、法律、会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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