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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证券晨报 

市场综述 

【欧美市场】 

周一美国股市大幅收高。欧元区在解决债务危机问题上的进展与

美国零售业在节假日初期表现良好，提振了市场情绪。今天盘中

道指最高曾上涨超过 330 点，能源与自然资源板块领涨。反映西

班牙与法国贷款成本的国债收益率下跌，不过意大利的 10 年期国

债收益率仍处在 7%以上。此前爱尔兰、葡萄牙与希腊在 10 年期

国债收益率突破 7%之后先后被迫接受救援。据《华尔街日报》报

道，欧元区领袖们正在讨论在欧元区成员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财

政联盟的问题，届时预算纪律将具有法律约束力，欧洲当局将拥

有执行权。另据路透社报道，欧洲官方已经就如何使欧元区的

4400 亿欧元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杠杆化的问题达成协议。周

末美国零售业销售额共计 524 亿美元，平均每位购物者消费

398.62 美元，远超去年平均水平。经济数据面，美国政府报告称

10 月份的新建单户式住宅销售量增加 1.3%，年化数字升至 30.7 万

幢，不及预期。纽约商业交易所 12 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1.5%，收于每盎司 1710.80 美元。1 月份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5%，收于每桶 98.21 美元。欧股周一大幅收高。 

【香港市场】 

港股昨日裂口高开重上万八，开盘后市场人气高涨，全日高位窄

幅震荡，收升 330 点。成交维持薄弱仅 411 亿港元。恒指成分股

普涨，上涨达 43 家，下跌仅 3 家。美黑色星期五销售佳，利丰升

10.41%为蓝筹最佳。内地消费蓝蓝筹表现佳，华润创业、百丽国

际各升 4.86%/3.29%。中海油走强 2.67%，得益于上周五原油价格

上涨;国泰扬 2.06%，有消息称其母公司太古增持其股份。大市上

扬，公用股落后，中电逆势跌 0.15%。香港地产股走高，受一手住宅市场最近销售增加提振。中资地产股明显跑赢大市，许多

大型中资地产股涨幅均超过了 6%，其中包括蓝筹地产股中国海外发展和华润置地，这些股票受到北京市政府将放宽普通住宅

的房价标准提振。 

【国内市场】 

昨日沪深股市围绕平盘位置窄幅振荡，沪指再次受阻 5 日线，投资者信心低迷，成交持续低位，农业，医药等板块成为为数不

多的亮点。隔夜欧美股市大幅反弹，黄金、原油价格涨幅均超过 1％。良好的外围表现和密集的产业政策均利好今日国内市场，

投资者可关注 5 日线和 2400 点得失，券商、煤炭等板块可适当关注。 

昨日市场  

  收盘 涨％

跌% 

日期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1,523.01 2.59% 2011-11-28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1,192.55 2.92% 2011-11-2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2,527.34 3.52% 2011-11-28 

伦敦金融时报 100 指

数 5,312.76 2.87% 2011-11-28 

法国巴黎 CAC40 指

数 3,012.93 5.46% 2011-11-28 

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 5,745.33 4.60% 2011-11-28 

东京日经 225 指数 8,287.49 1.56% 2011-11-28 

恒生指数 18,037.81 1.97% 2011-11-28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9,609.86 2.28% 2011-11-28 

台湾加权指数 6,898.78 1.68% 2011-11-28 

韩国综合指数 1,815.28 2.19% 2011-11-28 

印度孟买 Sensex30 指

数 16,177.19 3.07% 2011-11-28 

新加坡海峡指数 2,694.43 1.91% 2011-11-28 

上证综合指数 2,383.03 0.12% 2011-11-28 

深证成份指数 9,884.70 -0.02% 2011-11-28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1129/050910897596.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GC/quot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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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报告聚焦 
 

1. 中国：医疗保健：制胜千里：两家抗肿瘤药公司首次覆盖；买入莱美药

业  

      钱风奇, 杜玮, Ph.D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st=1&action=action.binary&d=12142204&fn=/document.pdf 

  中国抗肿瘤用药仍有很大的空间，老龄化推动市场需求。给予莱美药业买入评级，12个月目标价

25.7元，给予益佰制药中性评级 

 

2. 中国：传媒：广电总局新规出台，禁止各级电视台插播电视剧广告 

廖绪发, CFA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st=1&action=action.binary&d=12140348&fn=/document.pdf  

  利好乐视网、广电信息等新媒体广告业务，同时插播广告减少可能有利于提升收视率，可能加速

华策影视、华谊兄弟等电视剧制作公司市场份额集中化进程 

 

3. 中国：开发商：11 月份第四周：销售均价下降，库存继续上升 (英文版)  

      王逸, CFA, 孙贤兵, 李薇, 杜茜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st=1&action=action.binary&d=12142611&fn=/document.pdf  

  多数城市成交略有上升，成交均价下降，库存水平攀升至16.6个月 

 

4. 四维图新 (002405.SZ)：收购进入交通测绘及服务行业，并增厚业绩；中

性 

胡玲玲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st=1&action=action.binary&d=12136498&fn=/document.pdf 

  收购具有积极战略意义，帮助公司进入下游市场，同时增强了软件和服务能力并增厚业绩。维持

中性评级，上调12个月目标价至23.2元 

 

今日财经要闻 
 

 

1. 深交所出台创业板退市制度意见征求稿 

深交所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新版创业板退市制度(征求意见稿)。对比旧版，新版增加两个退

市条件，明确表示不支持暂停上市公司“借壳”恢复上市，并设立“退市整理版”。该意见稿将于12月28

日完成意见征集并上报证监会批准。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newstock/zxdt/20111128/1531108938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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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 QFII”提速 境外人民币投资 A股即将破题 

在月度外汇占款近四年来首降之际，记者从多个部门证实，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进入加速推进阶

段，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将有望获得投资A股市场的渠道。小QFII所涉及的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

理局、证监会等部门已经达成共识，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在启动初期，香港RQFII将以在香港的

内地券商优先申请，起步金额为200亿元。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11129179146730.html   

 

3. 十二五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速将超 11% 

《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28日公布。《规划》提出，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到6000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11%。《规划》明确了八项保障措施，提出了修订《对外贸易法》，推

动出台《服务贸易促进条例》。在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方面，《规划》表示，加大对服务贸易人

民币结算和融资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开发适合服务贸易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11129/005810895584.shtml 

 

4. 煤炭工业十二五规划基本确定 企业分食千亿蛋糕 

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处获悉，《煤炭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目前已基本确定，其中要求煤矿采煤机

械化程度达到75%以上。分析人士指出，国内煤机行业将由此分得千亿“蛋糕”。但与此同时，市场竞

争的白热化以及外资巨头对中国煤机市场的竞逐，也将使国内企业面临巨大挑战。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11129179153222.html  

 

5. “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发布 生物医药成重点 

科技部28日发布《“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表示将建立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

扶持力度，推动“十二五”期间我国生物技术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推动生物医药、生物农业、

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等产业快速崛起。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20111129179141150.html 

 

6. 建材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发布 

工信部日前印发《建材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十二五”期间，建材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以

上。大力淘汰落后的水泥、平板玻璃产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20%，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8%~10%。水泥、玻璃行业重点企业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2 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20111128179124378.html 

 

7. 今日 600亿元国库定存投放市场 

本周一，短期品种都出现不同程度跌幅，银行间质押式隔夜回购和7天回购利率均跌破4%整数关口。

虽然市场在焦急等待财政存款“解冻”，但是市场资金面并没有受到积极信号影响，流动性丝毫没有松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11129179146730.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11129/005810895584.s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11129179153222.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20111129179141150.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20111128179124378.html


动迹象。本周二，6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投放市场，期限为6个月。而11月10日，央行和财政部已经

向市场投放了6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11129/013910896207.shtml 

 

8. 产业资本减持意愿强烈 小盘股唱大宗交易主角 

最近三个月，沪深大宗交易进一步活跃，深市中小板、创业板的大宗交易量持续攀升，其与深圳主

板交易量之和已超两市大宗交易总量的六成，11月深市大宗交易占比更高达68.21%。这一方面说明

通过大宗交易获取稳定套利已成为短线资金热衷的方式，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速下滑、企业融资成

本高企等多重因素驱动下，产业资本抛售意愿强烈。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11129179176575.html 

 

新股日历 
 
 

  
2011-11-29  2011-11-30  2011-12-01  2011-12-02  2011-12-05  

代码   简称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002611  东方精工   
 

上市日 (一般法人

获配 )     

002612  朗姿股份   
 

上市日 (一般法人

获配 )     

002613  北玻股份   
 

上市日 (一般法人

获配 )     

002634  棒杰股份   
网上中签率公布

日   

网上申购资金解

冻日      

002640  百圆裤业   
初步询价结果公

告日   
网上申购日   

 

网上中签率公布

日   

网上申购资金解

冻日   

002641  永高股份   
初步询价结果公

告日   
网上申购日   

 

网上中签率公布

日   

网上申购资金解

冻日   

300259  新天科技   
  

上市日 (一般法人

获配 )    

601336  新华保险   
  

初步询价结果公

告日    

网下申购起始日

期   

601555  东吴证券   
初步询价终止日

期    

初步询价结果公

告日   
网上申购日   

 

601928  凤凰传媒   
 

上市日 (公众部

分 )     

 
 

资料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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