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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海外市场表现 

指数 收盘 前收盘 
涨跌幅

(%) 

恒生指数 19416.67 19427.80 -0.05 

道琼斯数 12805 12837.33 0.00 

纳斯达克 2614 2929.76 0.06 

标准普尔 1357.98 1344.78 0.98 

日经指数 8655.87 8721.02 -0.75 

金融时报 5586.30 5491.10 1.73 

资料来源：港澳资讯 
 

国内市场表现 

指数 收盘 前收盘 
涨跌幅

(%) 

上证指数 2300.80 2316.05 -0.66 

沪深 300 2558.62 2581.21 -0.88 

深证成指 9848.16 9979.06 -1.31 

资料来源：港澳资讯 
 

大宗商品 

指数 收盘 涨跌幅(%) 

纽约原油 84.35 1.30 

BDI 954.00 1.71 

LME 铜 7609.00 1.32 

LME 铝 1925.50 -0.23 

COMEX 黄金 1623.20 -0.23 

资料来源：港澳资讯 
 

沪深 300 走势图(近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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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viewdetail] 

晨会视点 

市场点评 

1、多方坚守 2300点延续震荡走势 

事    项： 周二沪深股指呈现低开低走态势，沪指报 2300.80 点，下跌 15.25点，跌幅为 0.66%，成交 579亿元；

深成指报 9848.16 点，下跌 130.90 点，跌幅为 1.31%，成交 658 亿元。两市早盘双双低开后震荡下

行，随后沪指在五日线附近保持横盘整理趋势。午后沪指延续在低位徘徊，盘中银行、铁路基建等

板块一度小幅拉升，但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多方呈现明显弱势，最终报收中阴线。 

华创观点： 周二沪深股指呈现低开低走态势，两市合计成交 1237 亿元，比上一交易日略有减少。盘面上，成交

量继续萎缩显示投资者情绪仍比较谨慎，权重股板块走势的低迷拖累股指表现，使得周二主力资金

净流出加大。板块表现方面，生物制药、传媒娱乐、食品饮料及通讯设备等少数板块上涨，尤其是

近两日医药股表现强势，凸显了弱势下的防御特征。而环保、工程机械、地产、券商等多数板块飘

绿，两市约七成股票下跌。权重股板块整体继续表现弱势，煤炭、有色、地产、金融等板块均震荡

回落居多。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走势相对强于大盘，在大盘震荡过程中小

盘股是短线炒作主战场，可积极挖掘其中的短线机会。 

资金流向方面，周二主力资金净流出-34.04 亿元。医药、保险板块呈现资金净流入；房地产、有色

金属、券商等板块呈现资金净流出。5日资金净流出-99.35 亿元，5日资金流入居前的有医药、电力、

保险、农林牧渔板块；5日资金净流出居前的是有色金属、煤炭石油、房地产、机械、化工化纤等板

块。从 5 日角度考察，近期主力资金流出幅度在低位徘徊。 

技术面，周二两市股指受 10 日均线的下行压制震荡回落，从本周这两个交易日的走势来看，上行的

力度明显不足，周二的下跌使得在小级别的走势再一次回落到以 5 日均线形成震荡平台，未来依旧

注意这个走势的突破方向，特别要谨防股指向下破位的情况出现。 

投资策略，国企利润加速下滑及用电量低位徘徊表明经济依然在下滑过程中，这种背景下层出不穷的

政策将逐渐成为现实，市场围绕着经济和政策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且分歧极大，最大可能是只有政府愿

意接受较低的经济增速，市场才有趋势性机会。短期来看，市场的核心主导因素在于外围，主要包括

希腊大选、G20会议以及 21号美联储议息会议，策略上建议借助全球范围内宽松预期的机会逐渐减仓

周期股，行业上逐渐向以医药为代表的非周期行业过渡，持续关注低渗透率的消费品例如医疗服务、

体育旅游、冷冻食品、保健食品、葡萄酒等等，关注环保及影视文化的主题性机会。（寇英哲） 

  

 

[table_newsdetail] 

财经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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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公司 

1、保监会：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大力服务医改工作 

财经要点： 中国保监会 19 日下发《关于贯彻落实〈“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

通知》，要求保险业深入学习、贯彻国务院医改“十二五”规划，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积极服务

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通知》指出，医改“十二五”规划高度重视商业保险的作用，把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健全医疗

保障体系、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提升医保管理服务能力的重要实现方式。十二五期间，国家要完善

商业健康保险产业发展政策，制定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积极引

导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长期护理保险、特殊大病保险等险种，满足多样化健康需求；鼓励以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积极探索利用基本医

保基金购买商业大病保险，有效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 

国内市场 

1、中国宣布参与 IMF增资 

财经要点：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获悉：在 6月 18日召开的 G20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领导人峰会上，金砖国家

领导人认为，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充足资源，有利于国际社会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金融

领域的重大挑战。中国宣布支持并决定参与 IMF增资，数额为 430 亿美元。 

2、多数企业家预计 中国经济 9月回升  

财经要点： 渣打银行近日在北京、上海等地对其中国客户的调查显示，半数以上企业客户认为新一轮稳增长经

济刺激的影响要到 9月才出现。 

渣打银行的调查征询了约 250位中国区客户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和人民币走势的看法。 

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 57%的客户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在 9月开始提升，而经济复苏将是个逐步渐进

的过程，恢复曲线将介于 U 形和 L形之间。仍有 22%的客户认为政策措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3、5月外汇占款微增 234 亿 最快 7月再度下调存准率  

财经要点： 全年数据不容乐观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6月 19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 25.61 万亿元，较 4

月的 25.59万亿元新增 234.31亿元，扭转了 4月出现的下降态势，重现净增长。 

所谓外汇占款，是指央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一般而言，外汇占款和市场流动性

息息相关。 

虽然 5月份外汇占款数据转正，但分析人士普遍指出，5月新增规模远低于以往月份，新增外汇占款

的趋势性收缩态势暂难改变，而为了保证充足的流动性以提振疲弱的经济，年内降低存款准备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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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货币政策仍可期待。 

凑巧的是，中金公司恰在昨日发布报告直指，央行 7 月再度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较大。

中金同时指出，要达到较好的货币政策放松效果，降息和降准需要结合起来使用。 

4、财政部驰援流动性 600 亿国库定存中标利率创新低  

财经要点： 年中考核时点即将到来，财政部放出 600 亿元投放银行间市场。  

6 月 19 日，财政部、央行进行上半年最后一期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标，商业银行

的表现不温不火，中标利率 3.23％，相比上月，大幅下滑 99个基点。  

该期存款期限为 3个月，2012年 6月 19 日起息，到期日为 2012年 9月 18日，招标规模 600 亿元，

面向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招标团进行利率招标。  

迥异于去年，今年以来 6期定存的招标利率呈陡峭下行之势，从 6.8％的高位持续下跌，目前价格已

逼近同等期限存款 1.1 倍价格 3.135％。  

 “但国库定存并非没有银行要，与以往不同，随着存贷比压力减轻，国库定存资金属性如今凸显。

下半年整体资金面会继续宽松，不过阶段性紧张局面也会出现。”一股份行计财部管理人士表示。  

5、国家将召开科技创新大会提升金融驱动力  

财经要点： “近期将召开国家级科技创新大会，强化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研发创新机

制。” 

6月 19日，在北京证监局、中关村（000931）管委会等共同主办的“2012 年第二期拟上市企业培训

——北京科技企业专场培训会”上，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杨仁全作出上述表示。 

6、住建部：建筑节能改造规模将扩大  

财经要点： 补齐建设节能“短板”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就建筑节能等回应群众关心问题 

新华网北京 6 月 19 日电(记者张晓松)“我家周围小区都进行了建筑改造，什么时候轮到我

们？”“农村住房能否纳入节能改造规划？”“有的大商场冬天太热、夏天太凉，是不是该管管？”

针对这些群众关心的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陈重、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巡视员武涌 19日在

接受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时一一做出回应。 

他们表示，目前我国在建设节能等方面还有许多“短板”，需要在“十二五”期间采取措施加以补齐。 

 

[table_reportdetail] 
研报回顾 

1、华创有色金属数据周报（120619）.xlsb 

研报摘要： 最新观点： 

(1)基本金属：希腊支持救助协议政党赢得选举，但市场已经根据此前的选举民意调查对此提前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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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反应，6月初以来风险资产反弹以及美元走软能够说明这点。希腊能否顺利组阁仍存在不确定性，

西班牙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 7%警戒线，市场的风险情绪仍将反复。本周 G20会议和美联储议息会

议牵动市场神经，我们倾向于认为美联储 QE3 的可能性较小，而更有可能是延长去年中以来的扭曲

操作。总的来看，短期内基本金属的投资需求难以迅速回升，不过，中国等金砖国家普遍开始放松

流动性将拉动金属的实际需求回升并支撑金属价格。 

(2)黄金：美联储 QE3 的可能性较小，且欧债仍会反复，美元中期内将维持偏强态势，黄金价格缺乏

明显向上动力。而且，若美联储本周延长扭曲操作压低长端国债收益率，美国陡峭的国债收益曲线

结构将变缓，持有黄金吸引力将降低（短期国债收益率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长端国债收益率体

现的是黄金的抗通胀能力）。历史来看，2011 年 9月下旬黄金价格大幅下跌，很大程度上是因美联储

的扭曲操作触发导致。 

(3)小金属：上周中重稀土价格企稳，而轻稀土价格继续下滑，氧化镧、氧化铈和镨釹氧化物价格分

别下滑了 3%、3%和 3.5%。不过，我们认为，稀土价格跌破前期低点的可能性不大，因政策放松将改

善下游需求以及行业整合仍会导致供给继续收缩。 

(4)重点推荐：铜陵有色、云铝股份和厦门钨业。(李游) 



 

 

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强推：预期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10%－20%； 

 中性：预期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 -10%－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10%－20%之间。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推荐：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涨幅超过基准指数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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