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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层气十二五规划将发布  主攻勘探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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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观澜】 
 

 

核心指数涨跌幅 

指数        收盘价     涨跌幅(%) 

上证综合指数 2333.41 -3.27 

深圳成份指数 9693.38 -3.19 

沪深 300 2521.52 -3.34 

中小板指 4919.12 -3.58 

创业板指 838.11 -4.79 

香港恒生指数 17989.35 -1.46 

日经 225指数 8434.61 -0.51 
 

 

涨跌幅居前行业指数 

行业指数          涨跌幅(%) 

食品饮料(申万) -1.88 

公用事业(申万) -2.75 

医药生物(申万) -2.78 

机械设备(申万) -4.67 

电子(申万) -4.92 

信息设备(申万)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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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经新闻 

 中国三年来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幅度 0.5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 11月 30日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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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将分别执行 21.0%和 17.5%的存款准

备金率。 

这是近 3年来，中国存款准备金率首次走出“上调”区间。 

中国上一次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在 2008年 12月 25日。此后，中国货币政

策在 2010年由“宽松”走向“稳健”，央行在 2010年和 2011年连续 12次上调存

款准备金率，其中仅 2011年就密集地 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此前中国已有 20多家农村合作银行恢复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这已释放出

一定政策信号，表明中国央行将采取行动，缓解当前货币市场资金偏紧的状况。 

 

 美联储等 6家央行下调美元隔夜互换利率 0.5% 

美联储于 11月 30日宣布与英国央行及欧央行等 5家央行达成一致，将下调美

元流动性互换利率 0.5%，并将互换协议延长至 2013年 2月 1日。 

美元隔夜互换利率将从原来的 1%下调至 0.5%，参与该协议的还有日本央行和瑞

士央行。美联储在公告中表示：“此次下调互换利率旨在缓解金融市场资金紧张，

从而减轻由此带来的对家庭和企业信贷供应的影响，以帮助经济增长。”  

 

二、产经新闻 

 1-10 月我国通信行业增长居各行业之首 

11月 30日，工信部网站发布 2011年 1-10月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情况报告。

报告显示我国电子产业保持平稳运行，通信行业快速反弹，8 月、9 月、10 月通信

设备行业连续三个月销售产值超过 1000亿元，增速均超过 30%，位居各行业之首。 

报告显示，前 10个月，我国软件产业共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14970亿元，同比增

长 32.9%，比去年同期提高 3 个百分点。10 月份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1968 亿元，同

比增长 41.1%，创今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 

通信设备行业快速反弹，增速位居各行业之首。8 月、9 月、10 月通信设备行

业连续三个月销售产值超过 1000 亿元，增速均超过 30%，10 月销售产值、出口交

货值分别增长 39.7%和 39.5%，比 9月分别提高 0.6和 21个百分点，是生产、出口

反弹最快行业，对全行业生产、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30.3%和 43.6%。1-10

http://bank.jrj.com.cn/list/jgdt.shtml
http://forex.jrj.com.cn/list/rmbdt.shtml
http://bank.jrj.com.cn/list/jgdt.shtml
http://bank.jrj.com.cn/list/jgdt.shtml
http://forex.jrj.com.cn/list/zt_my.shtml
http://forex.jrj.com.cn/list/zt_my.shtml
http://forex.jrj.com.cn/list/zt_my.shtml
http://bank.jrj.com.cn/list/grxd.shtml
http://summary.jrj.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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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生产手机 92435.7万台，增长 20.6%;移动通信基站 5718.9万信道，增长 14.0%;

程控交换机 2452.5万线，增长 14.8%。 

家用视听行业生产、出口增速双双回升。10月，销售产值、出口交货值分别增

长 16.5%和 21.9%，比 9 月增速分别高出 2.2 和 9.9 个百分点，特别是出口增速超

过全行业平均水平。全行业生产彩色电视机 9602.1 万台，增长 5.2%，其中液晶电

视增长 8.8%，占比 74.9%;PDP电视增长 42.6%，占比 2.2%。 

计算机行业当月出口增速呈个位数增长。10 月，计算机行业销售产值增长

14.5%，比 9月下降 3.4个百分点;出口交货值增长 8%，这是继今年 5月以来，增速

再次跌破 10%。全行业共生产微型计算机 26486.6 万台，增长 33.2%，其中笔记本

电脑增长 29.3%，占比 74.4%;数码相机 6917.0万台，下降 9.2%。 

 

 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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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居民每个月的用电分成三档，第一档是基本用电，第二档是正常用电，第三

档是高质量用电，第一档电量按照覆盖 80%居民的用电量来确定，第二档电量按照

覆盖 95%的居民家庭用电来确定。第一档电价保持稳定，不做调整，第二档电价提

价幅度不低于毎度 5分钱，第三档电价要提高 3毛钱。 

和原征求意见稿不同，还增加的一个免费档，对城乡低保户和五保户各个地方

根据情况设置 10到 15度免费电量。阶梯电价的具体实施方案，具体电量的分档以

及电价水平的确定都是需要各个地区根据指导意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实

施方案，经过听证后才能实施。 

 

 煤层气十二五规划将发布 主攻勘探开发 

由国家能源局牵头制定的《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下

称《规划》）将择日发布，煤层气的勘探开发、抽采利用水平有望大幅提升。 

《规划》提出，2015 年煤层气产量达到 210 亿立方米，其中地面开发 90 亿立

方米，基本全部利用；煤矿瓦斯抽采 120 亿立方米，利用率 60%以上；瓦斯发电装

机容量超过 285万千瓦，民用超过 320万户。 

http://finance.jrj.com.cn/focus/jtdj/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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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 8900亿立方米，建成沁水盆

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大煤层气产业化基地。 

《规划》详细介绍了“十二五”期间煤层气勘探、开发、输送和利用以及科技

攻关等四方面内容。其中，煤层气勘探和开发分别详细列出了“十二五”期间具体

的实施表。 

《规划》指出，在煤层气勘探方面，将以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为重点，

加快实施山西柿庄南、柳林、陕西韩城等勘探项目，为产业化基地建设提供资源保

障。推进安徽、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新疆等省区探勘，实施宿州、焦作、织

金、准噶尔等勘探项目，力争在新疆等西北地区低阶煤煤层气勘探取得突破，探索

滇东黔西高应力区煤层气资源勘探有效途径。到 2015 年，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

量 8900 亿立方米。 

煤层气开发包括地面开发与井下抽采两方面。在地面开发方面，“十二五”期

间，重点开发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建成煤层气产业化基地。而在井下抽

采方面，2015年煤矿瓦斯抽采量将达到 120亿立方米。到 2015年，我国将建成 36

个年抽采量超过 1亿立方米的规模化矿区，工程总投资 562 亿元。 

除此之外，在煤层气输送和利用方面，《规划》要求在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

地东缘及豫北地区建设 13条输气管道，总长度 2054千米，设计年输气能力 120亿

立方米。在煤矿瓦斯输送与利用上，《规划》鼓励大型矿区瓦斯输配系统区域联网，

集中规模化利用。 

 

三、公司新闻 

 加加食品首发申请获通过 拟发行 4000万股 

中国证监会 11月 30日公告称，在发审委 11月 30日召开的 2011年第 265次会

议上，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申请获通过。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计划在深交所发行 40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1.6 亿股。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营销于一体的大型调味品生产企业，实施以"

加加"系列酱油为主导，食醋、鸡精、味精和食用植物油等多品类协同发展、共用

营销渠道的经营战略。 

 

 中国远洋发行 40亿中期票据 票面利率 5.45% 

中国远洋（601919）11 月 30 日晚间公告称，公司已于 11 月 29 日发行今年第

一期中期票据，发行额 40亿元，期限为 7年，票面利率 5.45%。募集资金将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http://quotes.money.163.com/06002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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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新药业拟收购北京顺达四海药业 100%股权 

京新药业 11 月 30 日晚间公告称，公司拟收购北京顺达四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收购价格待定。 

拟购公司主要生产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囊，现有注册资本为 810万元，共有 15

名自然人股东。其中，张守真出资 518.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4%，为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 

公司已与张守真签订《保密及合作意向协议书》，并同意向张守真支付 500 万

元保证金，待股权转让协议正式签订，保证金抵作首期股权转让款。如收购中止，

则保证金返还公司。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进入生物制品领域，有利于丰富产品线，提高公司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 

 

 中信国安拟转让部分中国联通集团股权份额 

中信国安 11 月 30 日晚间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通信有限公司拟转

让其所持有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77 亿元股权份额，可收回减资款

2.6 亿元。 

本次减持后，公司仍持有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股权份额 1.77亿元，账面价值

1.78亿元。本次交易，可盘活资产，带来一定投资收益，增加公司利润。 

 

四、公司调研简报、跟踪报告及季报等点评 

 让语音再飞一会儿 ——科大讯飞（002330）调研简报 

投资要点： 

在 Siri的示范效应下，语音识别市场启动。可见到的移动互联市场在十几、几

十亿的规模，预计将形成 Google、微软和公司三分天下的竞争格局。行业应用市场

更为巨大，年需求在几十、上百亿，公司龙头地位明显。语音识别业务将支撑公司

未来 5～10年的发展。 

语音合成业务已经形成了成熟、清晰的商业模式。公司目前市场占有率超过

80%，预计随着行业应用的不断深化，该业务收入将保持年均 40%左右的复合增长。 

公司目前面临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同时，股权

激励也会造成一定费用，预计近两三年业绩受到影响，难以出现爆发式增长。 

预计公司 2011 年～2013 年 EPS 分别为 0.54 元、0.69 元和 0.97 元，对应 P/E

分别为 71倍、56倍和 40倍。维持“推荐”评级。 

 (报告人：王立)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0008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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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证券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12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强烈推荐（Buy）：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推荐（outperform）：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Neutral）：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谨慎(underperform)：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12个月内，行业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看好（overweight）：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 (Neutral)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underweight)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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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由日信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制作。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仅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

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

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

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

时，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

新或修改。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

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或交易观点。

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所有报告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

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

人的投资建议。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

资者不应将本报告视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判断。

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专业人士咨询并谨慎决策。 

本报告的版权归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

显示，否则本报告中所有材料的版权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

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

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

服务标记及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