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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核心观点 

从节日期间的消息面来看，短期除了 QFII 之外并没有实质性

利好。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短期利空明显，QFII 额度增加短期

难见效应，经济数据利好难改市场疑问，而温家宝对打破银

行垄断的发言可能将考验开始企稳的银行，对大盘也算利空。

因为 QE3 推出无望，隔夜欧美市场全线下跌，黄金石油都重

挫 3%以上。周线上看，大盘已经连跌四周，短期可能有反弹，

但此轮调整还未结束，若逢反弹建议减仓为上。 

 

财经要闻 

 证监会启动新股发行改革 

 证监会：QFII 投资额度新增 500 亿美元 

 中国制造业 PMI 连续 4 个月回升 

 温家宝南方调研 称中央已统一思想打破银行垄断 

 戴相龙：广东养老金将少部分投资股市 

 

国内市场表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幅% 

上证指数 2,263  0.47  

深证成指 9,410  -0.08  

沪深 300 2,455  0.48  

中小板指 4,413  -0.31  

创业板指 679  -0.80  

上证 50 1,706  1.04  

上证 180 5,262  0.72  

上证基金 3,706  0.49  

国债指数 132  0.02  

IF1204 2,454  -0.54  

 

国际市场表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幅％ 

道琼斯 13,075  -0.95  

S&P500 1,399  -1.02  

纳斯达克 3,068  -1.46  

COMEX 黄金 1624.3 -3.30 

NYMEX 原油 102.05 -3.02 

美元指数 79.75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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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市场回顾   

周五两市高开后整体呈现窄幅震荡的走势，略有微弱反弹。盘面上个股下跌家数略占优

势，酿酒股跌幅最大，而金融、地产的走强对市场的稳健运行起到了关键作用。截至收

盘，沪指报收于 2262.79 点，上涨 10.63 点，涨幅为 0.47%，成交 559.62 亿，深成指报收

9410.26 点，下跌 7.96 点，跌幅 0.08%，成交 509.58 亿，两市合计成交 1069.2 亿，较上

一交易日量能有所缩减。 中小板指跌幅 0.31%，创业板指跌幅 0.80%。两市共有 940 只

个股上涨，1216 只个股下跌。非 ST 类涨停个股 13 家，13 只个股跌停。行业方面，23 个

申万一级行业指数 9 个上涨，其中金融服务、房地产和交运设备涨幅居前，食品饮料、

有色金属和餐饮旅游跌幅居前。 

今日观点  

节日期间消息较多，主要有以下几条： 

1）证监会启动新股发行改革，突出了强化信息披露、完善定价约束、引入个人投资者参

与报价、加强定价监管、推出存量发行和抑制炒新等六大焦点问题。其中最值得关注有

扩大询价对象范围，主承销商可以自主推荐 5 到 10 名投资经验比较丰富的个人投资者参

与网下询价配售；开启存量发行加大新股上市流通量。此次新股发行改革将对市场产生

很大的影响，既有利空也有利多。利好方面：可以降低发行三高，公平公开原则，加大

作假处罚；利空方面：增加股票供应量会加大分流资金，取消三个月锁定期增加套现冲

动，限制炒新减低市场活跃度让市场人气不足。短期来看，存量发行会加大新股发行数

量，带来扩容压力，对二级市场价格形成冲击。低市盈率发行也会对估值高高在上的创

业板等中小盘个股造成压力。结合 QFII 额度增 500 亿和戴相龙表示广东养老金可以投资

股市，监管层市场治理的思路已经明确，即在增加供给量的同时引入外部资金，试图把

盘子做大。但在活水没有灌溉之前，供给量的增加只会稀释存量资金，短期对大盘利空

居多。 

2）新增 QFII 投资额度 500 亿美元，总投资额度达到 800 亿美元。2010 年以来 A 股市场

长期跑输欧美股市，QFII 的投资热情和额度稀缺性大大降低。500 亿新增额度可以看出监

管层对引入增量资金的态度，但短期而言，这一消息更多是信心层面的提升，真实的入

场资金不可能有这么多。因 QFII 审批本身需要一定时间，500 亿的额度审批完成也是在未

来 12 个月内。 

3）假日期间还有两项经济数据，官方 PMI 3 月报 53.1%,较上月上升 2.1 个百分点,这是该

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上扬。发改委透露一季度 GDP 增速 8.4%，CPI 3.5%。这两个数据都不

足以打消市场对经济下行的担忧，官方 PMI 有失真嫌疑，而发改委提前透露 GDP 数据，

似乎意在打消市场疑问，恰恰证明了经济疲弱已经成为共识。 

http://quote.eastmoney.com/SZ159902.html
http://quote.eastmoney.com/SZ159915.html


 万千财富，与您相联 
 

3 

从节日期间的消息面来看，短期除了 QFII 之外并没有实质性利好。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短

期利空明显，QFII 额度增加短期难见效应，经济数据利好难改市场疑问，而温家宝对打

破银行垄断的发言可能将考验开始企稳的银行，对大盘也算利空。因为 QE3 推出无望，

隔夜欧美市场全线下跌，黄金石油都重挫 3%以上。周线上看，大盘已经连跌四周，短期

可能有反弹，但此轮调整还未结束，若逢反弹建议减仓为上。 

行业公司 

 

财经要闻 

证监会启动新股发行改革  

中国证监会 1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征求意见稿。拟从

适当调整询价范围和配售比例、增加新上市公司流通股数量等六方面入手，深化新股发

行体制改革。改变目前存在的以“送礼祝贺”心态参与报价，以分享“胜利果实”心态

参与认购，以“赌博中彩”心态参与炒作等种种不良习惯和风气。证监会相关负责人指

出，此次革的主要内容是，在过去两年减少行政干预的基础上，健全公众公司发行股票

和上市交易的基础性制度，推动各市场主体进一步归位尽责，促使新股价格真实反映公

司价值，实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均衡协调健康发展，切实保护和发展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证监会：QFII 投资额度新增 500 亿美元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新增 QFII 投资额度 500

亿美元，总投资额度达到 800 亿美元。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扩

大金融对外开放”要求，总结 QFII 制度经验，进一步便利 QFII 投资运作，吸引更多境外

长期资金投资我国资本市场。 

中国制造业 PMI 连续 4 个月回升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 年 3 月，中

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3.1%，比上月提升 2.1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以

上，这是该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上升。 

温家宝南方调研  称中央已统一思想打破银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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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说，“关于融资成本，其实我这里坦率地讲，我说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

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别的地方很困

难。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

了这个思想，你也看到了在温州进行试点。我想，温州的试点，有些成功的，要在全国

推广，有些立即可以在全国进行。 

戴相龙：广东养老金将少部分投资股市  

在博鳌论坛上，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称，将审慎运营广东千亿养老金，少

部分将投资到股市。此外，谈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戴相龙表示，应建立由美元、欧元、

人民币等主要货币组成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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