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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欧美市场】
昨日市场

尽管美国经济数据欠佳，周四美国股市仍小幅收高。标普 500 指

收盘

数在攀升至五个月新高之后盘整，投资者们既担心欧洲主权债务
危机，又喜闻美国经济出现了改善的迹象。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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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吐。能源类个股受国际油价疲软影响下挫，中海油跌 2.3％表现

上证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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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中石化跌 1.3％，中石油跌 1.1％。大市不稳，电力设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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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救济数据与零售销售数据均坏于预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国
会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限。欧洲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1.00%不变。与此同时，英国央行也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在欧洲央
行宣布了利率决定之后，该行行长德拉吉对记者表示，欧元区债
市仍然存在风险。经济数据面，美国劳工部宣布，在截至 1 月 7
日的一周中，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为 39.9 万，高于预期。美国
商务部宣布，12 月的零售额环比增长 0.1%，经济学家对此的平均
预期均为环比增 0.4%。11 月的商业库存环比增长 0.3%，略好于
预期。能源行业巨头雪佛龙警告称其“下游”业务疲软。纽约商业交
易所 2 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8.10 美元，收于每盎司
1647.7 美元。2 月份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8%，收于每桶
99.10 美元。

【香港市场】
港股昨日承外围小幅低开，开盘后掀起一波上涨，但随后跟随内
地股市辗转向下，在平盘位置振荡整理，尾盘小幅下挫，成交
561.3 亿港元。恒指成分股涨跌互现，上涨达 27 家，下跌 19 家。
重磅中移动振荡收跌 0.7％，同业联通大幅下挫 4.4％，遭遇获利

受到追捧，华电涨 1.9％涨幅居前。中资银行股跑赢大市，低估值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在弱市中受到青睐，中银涨 1.3％，建银涨 0.9％。香港地产股逆市走高，九龙仓涨 3.5％，为表现最佳蓝筹，恒隆涨 1.7％。消
费类股遭遇重创，百丽跌幅超过 6％，为表现最差蓝筹，康师傅、旺旺均跌幅居前。

【国内市场】
昨日沪深股市延续振荡走势，沪指再次受阻于 2300 点，有色、房地产有所表现，但持续性不强，投资者追高意愿不强，成交
继续萎缩。隔夜欧美股市涨跌互现，原油遭遇大跌、黄金继续反弹。今日国内市场或继续尝试 2300 点，盘中仍有振荡，能否
有效突破或决定反弹是否延续，有色、光伏等板块可适当关注。

重点报告聚焦
1. 中国经济数据简评: 12 月份通胀数据: CPI 和 PPI 通胀率同比和环比回落，
为政策继续放松留下更大空间
宋宇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st=1&action=action.binary&d=12352653&fn=/document.pdf
我们认为需求增速低于趋势水平是CPI和PPI持续回落的主要原因，低通胀将为政策持续放松留下
更多空间。总体需求增速在国内政策放松和国外需求保持文件的作用下正在重新加快，但短期通胀
大幅反弹到高水平的风险不大

2. 世茂股份 (600823.SS)：因销售和财务状况弱于预期下调目标价 (英文版)
李薇, 王逸, CFA
https://portal.ghsl.cn/gh/portal/?st=1&action=action.binary&d=12357730&fn=/document.pdf
维持中性评级，调降12个月目标价至10.78元

今日财经要闻
1. 2011 年 CPI 涨 5.4% 远超调控目标
去年CPI数据昨日出炉，全年CPI涨幅达到5.4%，大幅超过年初设定的4%的目标。但一个好的趋势是
去年12月CPI仅上涨4.1%，创下15个月以来新低，物价上涨让市民钱包缩水的局面或有望改变。2011
年12月份，CPI同比涨幅中的翘尾因素消失，新涨价因素为4.1个百分点，创下15个月以来的新低。这
也是自2011年7月份达到峰值后，CPI同比涨幅连续5个月出现回落。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66,20120113187142450.html

2. 央行称利率市场化条件基本具备
央行12日表示，目前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下一步将继续积极推进。在此过程中，
央行将充分考虑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及各方面的条件和影响因素。周小川日前接受媒体采
访时也强调，中国利率市场化始终都在推进，思路上没有太大障碍，具体操作上主要是要考虑顺序
安排和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66,20120113187139163.html

3. 食品工业“十二五”规划公布
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日前联合发布《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我
国将积极发展饲料加工业，着力增加以国产油料为原料的油脂生产。目标到2015 年，食品工业总产
值达12.3万亿元，增长100%。《规划》对包括粮食加工业、食用植物油加工业在内的十三个重点行
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进行了明确部署。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20120113187136049.html

4. 政策保护 小金属“慢牛”行情或启动
工信部近日正式发布了《有色金属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另据悉，专门对钨、钼、锡、锑、
稀土等战略性小金属的发展专项规划有望随后发布。分析师认为，单独发布的小金属“十二五”规
划，有望刺激小金属板块走强。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网
http://www.cnstock.com/index/cj/201201/1791399.htm

5. 多招扶持政策连续出台 光伏行业注入“强心针”
1月12日，港股保利协鑫能源大幅上涨13%、而美股的无锡尚德也于12日大涨27%。两大光伏龙头的
股价异动，主要受到多晶硅生产企业在酝酿涨价的传闻影响。除此之外，近日多招政策出台，也为
奄奄一息的光伏产业打下一支强心针。经历了连续三个季度下跌的多晶硅价格，本周终于出现反弹。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20112187105651.html

6. 铁道部今年机车车辆订单或大减
记者从接近铁道部的人士处获悉，受2011年“7·23”动车追尾事故和相关车型动车组召回等因素影响，
铁道部2012年机车车辆购置额可能大幅减少。2011年初，铁道部对机车车辆购置的安排规模为1260
亿元。中国南车的一名消息人士表示，2012年拟安排的数字可能是800亿元。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113/012611191336.shtml

7. 土地市场疑现“抄底”：4 巨头 40 天砸入百亿
近期，万科、保利地产、招商地产及中海地产发布的信息显示，它们在最近40天斥资百亿拿地。另
外，根据中房信的统计，远洋、华润、绿地3家房企也在去年12月出巨资拿地。能够在去年12月花很
多钱拿地，说明部分房企的资金警报已经解除，资金链应该不如去年年中那么紧了。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20113187144041.html

8. 郑煤集团整体上市起步 郑州煤电将获注 46 亿煤炭资产
郑州煤电1月12日晚发布了重组预案。公司将以预估值11亿元的房地产业务相关资产，与控股股东郑
煤集团预估值46亿元的优质煤炭业务资产进行置换，差额部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作为对价支付。同
时，郑州煤电拟向最多不超过九名投资者定向发行不超过1亿股，募集配套资金约10.19亿元，拟用于
提高公司重组项目的整合绩效和煤炭资产的技术改造。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9,201201121871019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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