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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证券晨报 

市场综述 

【欧美市场】 

周五美国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标普评级机构警告称德国等欧元区

国家都存在经济衰退风险、惠誉暗示可能下调 6 个欧元区国家的

评级，使意大利总理赢得信任投票所激起的市场乐观情绪遭到打

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6.20 点，收于 11,862.61 点，跌幅为

0.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4.32 点，收于 2,555.33 点，涨幅

为 0.56%；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上涨 3.69 点，收于 1,219.44 点，涨

幅为 0.30%。今天盘中道指最高曾上涨 99 点。美国国债价格同样

上涨，10 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 1.9%。周五美国公布的一份经济数

据表明，美国 11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持平，扣除食品与能源价格

之后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攀升 0.2%。过去一年内美国的 CPI 上涨了

3.4%。这份数据说明 11 月份美国生活成本持平，安抚了投资者情

绪，强化了美联储关于美国经济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的立场。欧

股周五小幅收低，围绕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情绪持续笼罩

下，多种股市衍生品合约到期加剧了市场动荡。斯托克泛欧 600

指数下跌 0.4%，收报 233.71 点。该指数本周累积下跌 2.8%。 

【香港市场】 

香港股市上周延续前周的回吐走势；恒指本周下跌 300 点或 1.62%，

收报 18285 点；国企指数本周则跌 199 点或 1.98%至 9867 点。尽

管上周的欧盟峰会成果符合市场预期；但欧盟并没有提出对欧债

危机的解决办法，导致市场对评级机构或将调降欧洲各国评级的

忧虑升温。此外，美国就业及制造业数据胜预期，加上西班牙国

债拍卖市场反应良好；及市传央行再降存款准备金率，曾提振周

五港股大幅回升，但恒指全周依旧走低。 

【国内市场】 

尽管上周五国内市场大幅反弹，但上证综指全周下跌 3.91%,中小市值个股普遍跌幅较大。短线由于大盘的连续下跌，抛压的减

轻使得市场反弹是大概率事件，但由于成交量的低靡，连续性行情或难以为继。周末消息面较为平静，境外资金入市提速对市

场利好有限，短线可继续关注前期超跌的品种。 

 

 

 

 

昨日市场  

  收盘 涨％

跌% 

日期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1866.39 -0.02% 
2011-12-

16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1,219.66 0.32% 
2011-12-

1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2,555.33 0.56% 
2011-12-

16 

伦敦金融时报 100 指

数 5,387.34 -0.25% 
2011-12-

16 

法国巴黎 CAC40 指

数 2972.30 -0.88% 
2011-12-

16 

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 5701.72 -0.50% 
2011-12-

16 

东京日经 225 指数 8401.72 0.29% 
2011-12-

16 

恒生指数 18285.39 1.43% 
2011-12-

16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9867.41 1.95% 
2011-12-

16 

台湾加权指数 6785.09 0.30% 
2011-12-

16 

韩国综合指数 1839.96 1.15% 
2011-12-

16 

印度孟买 Sensex30 指

数 15491.36 -2.18% 
2011-12-

16 

新加坡海峡指数 2659.22 0.91% 
2011-12-

16 

上证综合指数 2,224.84 2.01% 
2011-12-

16 

深证成份指数 9081.94 2.38% 
2011-12-

16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http://topic.eastmoney.com/jqc/


重点报告聚焦 
 

1. 中国：清洁能源: 太阳能：2012 年展望：关注现金状况以及结构性优胜者；首次覆盖中国太阳能

设备企业 (英文版) 

   宋赟波, CFA, 胡玲玲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action=action.doc&d=12250937 

    

 

2. 中国：医疗保健：医药：浙江省原料药调研：入国内制剂，强产品质量，

增研发能力是第一要务 

    钱风奇, 杜玮, Ph.D 姜朗霆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action=action.doc&d=12250951 

   买入人福医药和恩华药业 

3. 新浪 (SINA)：微博实名制规定可能带来很大影响；维持中性评级 (英文

版) 

    梁育華 (高盛)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action=action.doc&d=12250943 

   维持中性评级，12 个月目标价 88 美元 

 

今日财经要闻 
 

1. 小 QFII试点启动 初期试点额度为 200亿元 
12月16日，证监会、人民银行、外管局联合发布《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

(下称《试点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作为试点机构，运用在港募集的人民币资金在批

准额度内进行证券投资。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y/20111216/212111009117.shtml 

 

2. QFII审批提速：未来两月将超过去两年增量总和 

财新记者从接近中国证监会的人士获悉，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合格的境外机构

投资者)审批将会大幅提速。该人士并预计，未来两个月的审批量将为过去两年增量的总和。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y/20111216/145111007381.shtml 

 

3. 成品油关税下调或难解油荒 两巨头成最大受益者 

据财政部消息，自2012年1月1日起，我国进出口关税将进行部分调整。为积极扩大进口，满足国内

经济社会发展及消费需求，2012年我国将对730多种商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平均税率为

4.4%，比最惠国税率低50%以上。这些商品中包括成品油等。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action=action.doc&d=10619027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action=action.doc&d=12250937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action=action.author&authortype=guid&author=2f1b70d2f1fa11d98cad83826efb5500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action=action.author&authortype=guid&author=84faa43c7dc311df9e6d00215acdb578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action=action.author&authortype=guid&author=84faa43c7dc311df9e6d00215acdb578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action=action.doc&d=12250951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action=action.author&authortype=guid&author=c7374e32cf7011dfb0b300215acdb578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action=action.doc&d=12250943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y/20111216/212111009117.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y/20111216/145111007381.shtml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11219183026392.html 

 

4. 首批合格企业名单出炉 明年稀土出口配额将缩减 

商务部目前公布的2012年稀土出口合格企业名单也已显示出明确的出口收紧态势，首批合格企业仅

有11家，包钢集团旗下包钢稀土、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内蒙古和发稀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四家公司均未能进入首批合格企业名单。而在2011年，包钢

集团先后获得一般贸易稀土出口配额2695吨和3220吨。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11218183002047.html 

 

5. 央行三周净回笼 1980亿 年底财政存款或投放万亿 

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央行连续三周在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但并未给货币市场带来太多波澜，

资金面仍然维持相对宽松。分析认为，由于利好的货币政策环境，以及年底1万亿元左右财政存款投

放预期，资金面还将“维稳。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11219183039775.html 

 

6. 逾七成业绩预告报喜 三行业利润白马骤增 

 截至目前，沪深两市已有821家公司公布了2011年年报业绩预告，其中，业绩预增公司达190家、续

盈公司108家、略增公司298家、扭亏公司21家，合计预喜公司达617家，占已发布业绩预告公司总数

的75.15%。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3,20111219183025652.html 

 

7. 37只 ETF逆市单周净申购 26亿份 登年内次高峰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示数据显示，上周，两市运作中的37只ETF基金逆市实现26.559

亿份的净申购。这一数字仅与国庆长假前周净申购27.07亿份的年内最高峰相差5000万份，登上年内

次高峰。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zldx/20111219/021411014169.shtml 

 

8. 城商行 IPO还存诸多硬伤 上市资产门槛或至千亿 

近日，知情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证监会正在酝酿城商行上市的具体标准，可能会提高

上市门槛，目前拟规定城商行资产规模需达到1000亿元才能申请上市。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newstock/zxdt/20111217/045311010845.shtml 
 
 

新股日历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11219183026392.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11218183002047.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11219183039775.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3,20111219183025652.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zldx/20111219/021411014169.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newstock/zxdt/20111217/045311010845.shtml


 
 

  2011-12-19  2011-12-20  2011-12-21  2011-12-22  201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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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16  长青集团    
上市日 (一般法

人获配 )     

002617  露笑科技    
上市日 (一般法

人获配 )     

002618  丹邦科技    
上市日 (一般法

人获配 )     

002642  荣之联    
上市日 (公众部

分 )     

002643  烟台万润    
上市日 (公众部

分 )     

002645  华宏科技    
上市日 (公众部

分 )     

002647  宏磊股份   网上申购日    
网上中签率公布

日   

网上申购资金解

冻日    

002648  卫星石化    
网上中签率公布

日   

网上申购资金解

冻日     

002649  博彦科技     
初步询价终止日

期    
初步询价结果公

告日   

002650  加加食品   
初步询价起始日

期    
初步询价终止日

期    
初步询价结果公

告日   

002651  利君股份   
初步询价起始日

期    
初步询价终止日

期    
初步询价结果公

告日   

300279  和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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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80  南通锻压   网上申购日    
网上中签率公布

日   

网上申购资金解

冻日    

300281  金明精机   网上申购日    
网上中签率公布

日   

网上申购资金解

冻日    

300282  汇冠股份   网上申购日    
网上中签率公布

日   

网上申购资金解

冻日    

601677  明泰铝业    
上市日 (一般法

人获配 )     

 

资料来源：Wind资讯 
 

 

 

Mike Chen 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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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ies 股票部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002616.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002617.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002618.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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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002643.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002645.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002647.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002648.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002649.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002650.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002651.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300279.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300280.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300281.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300282.SZ
http://wwtnews.windin.com/home/stocks/default.aspx?columnid=31200000&subcolumnid=1&windcode=601677.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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