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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周 K 线图

湘财证券徐广福

本 周 上 证 综 指 最 高 来 到 2703.78
点， 最低是 2583.34 点， 并最终收报于
2600 点以下。 从周 K 线来看，本周走出
一根上影线远大于下影线的阴线。 这根
带有上下影线的阴 K 线走势， 基本涵盖
了自 7 月底以来 8 个交易周的上下两
极。 量能虽较上一个交易日有所萎缩，但
是仍然是自 7 月份反弹以来的高位。 技
术面来讲弱势特征明显， 且盘面呈现出
明显的分化迹象。
周四两市大跌，其中上证综指下跌
50 点，但两市没有一只非 ST 类个股出
现跌停板。 周五上证综指微跌，深成指
微涨，但收盘时却有 3 只非 ST 类个股
封于跌停板， 周五两市涨停家数的个
股却少于周四， 并且两市下跌个股的
家数都比上涨个股的家数要多， 显示
市场分化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前期
大肆炒作的锂电池、 稀土永磁等概念
本周出现了深幅调整； 强势的次新股

本周也出现了强势的拉回整理。 农业
银行最终于周四破发， 两个多月的保
发努力最终宣告失败。 与此同时，我们
看到了民生银行和北京银行出现了连
续 11 根阴线的走势。 虽然下跌幅度并
不算太大， 但多少说明市场主力的观
点。 记得 2005 年 3 月份中信证券也是
出现连续 11 根阴线， 最后一根阴线并
触及跌停板的走势。 其后中信证券经
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整理后走出大牛市
的行情。 虽然自 8 月份以来银行类个
股基本就是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之
中，假设历史会简单重演的话，目前我
们还没有看到银行板块出现恐慌式的
杀跌。 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这两个巨
无霸的走势仍然是在探新低的路上，
券商类个股也是走在探新低的路上，
这或许就是上证综指近期连续弱于深
市各指数表现的主要原因。
消息面看，房地产进一步调控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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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5 月以来中国贸易顺差持
续维持高位和美国国会再度就汇率
问题向中国施压， 人民币升值预期
再度升温。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
新数据显示，9 月 17 日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中间价报 6.7172，创 2005 年
汇改以来新高；以今年 6 月 19 日新
汇改为起点计算， 累计升值幅度已
达 1.63%；9 月 16 日人民币 12 个月
NDF 收于 6.6333。 随着我国综合国
力的不断提升和世界经济影响力的
快速扩大， 人民币币值的决定必将
全面走向市场化； 而目前的种种迹
象表明， 在主要贸易伙伴不断施压
和国内大力实施“
扩大内需、调整产
业结构” 的国家发展战略客观要求
下，人民币已经逐步进入升值周期。
一般理论认为， 本币升值预期
所导致的投机资金的大规模进入和
资产价格重估效应将对本国资本市
场整体形成重大利好，日本、泰国和
我国台湾地区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
现象的确存在。 但由于目前我国对
热钱的管制越来越严格， 房地产调
控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同时政
府部门对升值预期也具有相当的控
制力。 所以我们认为此轮人民币升
值过程在短期内对市场资金和资产
重估的影响不会很明显， 尚不能构
成对市场的整体利好。 投资者更应
关注这期间所产生的短期结构性投
资机会， 重点关注能从升值中直接
获益的航空和造纸板块。
今年以来航空业景气程度整体
较高，从二季度的“
淡季不淡”到三
季度“
旺季更旺”，航空板块经营业
绩有望进一步攀升。 而航空公司的
飞机和航材设备主要是通过国外购
买或租赁方式获得， 普遍具有较高
的外币负债。 根据公司公布的相关
信息，目前南航、东航、国航银行借

款及应付票据中的美元负债规模分
别达 450 亿元 、412 亿 元 和 430 亿
元， 以美元计价的应付融资租赁款
分别达 133 亿、194 亿和 190 亿元。
人民币升值将使国内航空公司可以
直接享受大量外币负债所带来的汇
兑收益， 从而成为一个较强的业绩
增长点。 同时，由于进口航油费用占
航空公司总成本的比重超过 30％，
人民币购买力的增强还有利于降低
行业的运营成本，增强业绩预期。
在造纸业方面， 由于目前国内
造纸类企业的原料进口依存度超过
50%，而国内企业的议价能力不高，
所以国外原材料价格走势将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国内纸厂的生产成本。
据统计， 在以木浆为主要原材料的
企业中，木浆约占其生产成本的 6070％；以废纸为主要原材料的企业，
废纸约占其生产成本的 50-70％。 同
时国内部分大型造纸生产设备也依
赖进口。 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原
料和机器设备进口成本降低对企业
经营利润的提升效果显著。 随着四
季度西方圣诞节带来的出口增长和
中国春节消费的临近，铜版纸、包装
纸等纸类消费也将进入旺季， 补库
存需求或将提升产品价格。 成本降
低与消费旺季的到来形成双 轮 驱
动，有利于提升行业整体业绩。
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经
济结构调整任务繁重，而世界经济形
势的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所
以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解决
将是一个缓慢而可控的过程。 此轮
升值更多地表现为特定时期的阶段
性现象。 所以在市场方向上，应更多
关注能够直接受益的行业板块，把
握由此产生的结构性投资机会。

政府干预日元急跌

板块前瞻

音不绝于耳。 近期各地回暖的楼价将会
加大管理层调控的决心。 人民币兑美元
虽然出现升值，并且再创新高，但是市
场对于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的基础
仍然存疑。 比如 2009 年我们的 M2 是 60
万亿人民币， 而美国的 M2 却只有 8 万
亿美元。 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之后，我们
的货币发行量已经超过世界第一大经
济体。 但是我们的 GDP 却只有美国的
1/3 左右， 当然我们的经济增速是美国
的 3 倍以上。 拨备率的提高以及核心资
本充足率的大幅提高和不对称加息的
传闻，对本来就很弱势的银行股的走势
更是如雪上加霜。
上证综指 60 天均线和 89 天均线
基本重合在 2580 点附近， 而股指也恰
恰在此位置受到支撑出现止跌的微弱
信号。 深成指由于中小盘股相对较多，
走势较上证综指要强，在周四的大跌之
中受到 144 天支撑。 从两市的走势来

看，虽然本周都受到了技术支撑没有出
现连续大幅下跌的格局，但是市场弱势
的心态却已跃然纸上。 如果银行和石油
石化没有止跌，那么市场仍然有很大概
率在此震荡反复之后再次出现下跌。 当
然市场对此有一定的分歧。 看多者认为
市场将依托重要均线的支撑展开反弹
并最终攻克 2700 点并上行拓展空间。
看空者认为此处仅仅是一个下跌中继
形态， 股指将进一步下行考验 2400 点
的支撑力度。 作为参与市场的投资者来
讲，取得持续长久的稳健收益是追求的
终极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稳健的
投资者应该观察一下该位置是否产生
有效的支撑再度进场操作不迟。 因为股
市中从来不缺少机会，而过早进场所带
来的损失却是实在的。 取得股市的确定
性收益是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应该
遵循的最重要的投资法则，是取得持续
稳定收益的最大法宝。

年底前港股将继续走好

债市平台

受利空消息影响
债市收益率上升

国浩资本

本周恒生指数收于 21970 点， 上涨
999 点或 4.77%； 国企指数收于 12171
点，上涨 403 点或 3.43%；红筹指数收于
4251 点，上涨 165 点或 4.05%。 本周港
股日均成交微跌至 722.8 亿港元， 比上
周的 750 亿港元下跌 3.6%。
美国联储局于上周公布的褐皮书调
查报告显示 7 月中至 8 月底的美国经济
增长有放缓迹象，令美元持续疲软，再加
上美国联储局下周二起进行议息会议，
市场憧憬联储局可望在议息后公布新一
轮的量化宽松政策。 以上因素都令资金
全面回流至黄金市场避险， 刺激金价于
周中创出新高， 并进一步突破 1,280 美
元的水平。受金价屡创新高的消息提振，
金矿股本周显著造好。 三大金矿股中,招
金矿业(1818.HK)及瑞金矿业(246.HK)均
升 8%，表现优于大市；而前期备受负面

消息影响的紫金矿业(2899.HK)走势明
显落后，但亦有 2%的升幅。 本行认为金
价近期的强势已充分反映市场对联储进
一步量宽的预期， 再加上金价已接近超
买水平，下周有机会短线回调，建议投资
者可先行沽售金矿股获利。
政府正不断加大对医疗保健的投入。
今年 1-8 月份，政府财政累计对医疗卫生
支出 2160 亿元，同比上升 23%。 政府财
政未来几年仍将加强对医疗保健的支
出， 预计 2010 年至 2014 年该项支出年
复合增长率将达 20%至 25%。 政府加大
医疗保健支出，强化全民医疗覆盖，利好
医药行业。 我们认为近期内投资者可以
关注国药控股（
1099.HK）。 该公司一方面
内生增长强劲， 医药分销业务内生增长
上半年超过行业整体水平， 而其作为国
资委重点扶持的医药分销企业， 正在扮

演行业整合者的角色， 上半年完成了 21
项收购。 下半年，公司还将进一步加快收
购速度，全年预计实现 80 项收购。 另外，
公司正在进入毛利率更高的医疗设备分
销及医院管理领域。 从 4 月份的历史最高
价下跌 17.2%之后，目前其估值并不昂贵。
本周五，A 股走势有所企稳，显示加
息传言影响在减弱。 下周美国将公布
CPI 指数及消费信心指数。 这些数据有
助于投资者判断美国经济的稳健程度，
下周的议息会议也将透漏美联储的政策
走向。 香港本地方面， 下周一新鸿基
（
0016.HK）将公布业绩。 这都将影响下
周的恒生指数走势。然而，本行看好港股
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的表现， 认为任何
股价回调都将是买入的机会。

港股周评

期指先扬后抑沪铜震荡整理
招商期货

本周期指先扬后抑， 再次从震荡区
间上沿回撤至下沿附近，周线收中阴。 上
周统计局更改数据发布时间引发市场加
息猜想，而上周末并无加息，传言落空。
受此影响，周初市场反弹，收复上周下跌
的大部分失地。 然而随着期指再次逼近
3000 关口，上涨动能越加匮乏。 本周三以
来，加息传言愈演愈烈，市场情绪再次恐
慌，上证指数大跌，一度跌破 2600。 考虑
到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很小， 周五
央行再次重申继续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
策， 即便加息也不太可能加贷款利息，流
动性预计继续保持宽裕。 笔者认为上证指
数跌破震荡区间下沿的概率较小，但节前
市场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也不大。 后期市场
依旧维持震荡，投资者宜观望为主。

本周国际金价再创新高， 市场交投
活跃。 本周伊始，美元贬值便直接提振黄
金，令金价再次突破前高，此后更愈战愈
勇， 在周五亚洲盘突破 1280 美元一线。
展望后市， 市场对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
松政策的预期， 将继续成为下周金价进
一步上涨的潜在诱因。 而且目前对经济
复苏和欧债的担忧情绪仍是市场主流，
黄金作为分散投资对象及避险资产正受
到热捧； 同时， 实物黄金的消费旺季已
至，也为金价的上涨提供了可靠动力。 在
众多利好的推动下， 我们认为金价仍有
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本周沪铜呈现震荡整理的运行态
势。 本周前四日市场主要受加息以及银
行资本充足率将提高两大预期拖累，成

权证逆市上扬成交放大

本周日元因素主导外汇市场。 周二日本执政的民主党进行党首选
举，现任首相菅直人战胜挑战者小泽一郎，坐稳首相位置。 日元因此上
市场周五反复收低， 但权证市场两品种逆市上扬， 成
A股
涨至最高82.85，继续创15 年来新高。 周三日本政府动用约200 亿美元 交量较前日明显放大。
的资金干预汇市，导致日元立即全面下跌，美元兑日元在三个小时涨幅
长虹CWB1 全日上涨0.85% ， 换手率为65.17% 。 其正股四
达到2.75%，而英镑兑日元当日收盘上涨3.63%。
川长虹收跌0.25% 。 沪铜价格造好， 提振江铜CWB1 收涨
由于日元的价格已经接近于历史最高点， 因此日本政府对于汇市 1.87% ， 换手率高达177.38% 。
的干预可能成为正常的行为。 一旦日元再度上涨至历史高点附近，预期
昨日两市权证共成交116.23 亿元， 较前日放大超过三成。
日本政府将再次进行干预。 投资者需要提防日本政府干预导致日元出
现急跌的风险。
航国际金融）
（东

B

交量大幅减少，持仓量略有减少。 但在
周五央行重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铜
价反弹。 沪铜主力合约 1012 报收 60100
元/吨，单周上涨 1290 元或 2.19%。 展望
后市， 国内外仍然保持宽松的货币政
策和充裕的流动性，美国就业数据和制
造业数据均好转，铜价依然维持易涨难
跌的局面。 现货方面，伦铜库存持续下
降，现货贴水收窄，注销仓单占库存比
回升，伦铜现货较强。 但国内长假前现
货市场将维持谨慎态度， 交投热情降
低。总体上，我们认为铜价长假前将维持
高位震荡。

期货周评

股深强沪弱

周五沪B 股小幅整理，深B 股继续收涨,两市收盘涨跌不一。 本周
沪市B 股大盘先扬后抑， 指数后半周呈现明显调整之势， 主要跟随A
股大盘回落，不过跌幅远小于A 股。 深市B 股则走势独立,继续显示出
强势的一面。
从交易情况看， 沪市B 股没有充足的底气, 显示上方的压力较大,
市场选择下一台阶进行整理消化, 目前指数重新回归蓄势调整的态势
中。 最终沪B 指收253.13 点，全周下跌5.72 点，跌幅为2.21%；深成B
指则逆势上行收报5370.10 点， 全周上涨163.95 点， 周涨幅为3.15% 。
两市B 股成交金额较前一个交易周萎缩。
（
钱向劲）

长城证券

中秋节前一周，央行没有按照惯例
继续在公开市场上投放资金，而是净回
笼资金 380 亿元。 其中 1 年期央票发行
规模继续放大， 达到 890 亿元；3 月期
央票由于利率倒挂继续维持在百亿左
右。 另外由于银行面临季末考核，加之
市场传闻中国监管当局有意按照《
巴塞
尔协议 III》 的要求将商业银行的资本
充足率由 8%提高至 15%， 银行间市场
资金面有所紧缩， 货币市场利率在上
周短暂下调后，本周继续上升。
银行间一级市场方面， 本周发行
的 280 亿元 10 年期记账式附息国债
中标利率为 3.29％，认购倍数 1.94 倍，
还获得了 2.6 亿元的追加发行，比二级
市场利率低 3BP， 与此前市场预期基
本一致，较受市场欢迎。 半年期记账式
贴现（
十三期）国债发在 1.8744%，比上
期半年期贴现国债发行利率上调了
7BP，认购倍数 1.55 倍；金融债方面，
农发行发行了 10 年期固息金融债，发
行利率为 3.60%，认购倍数 1.52 倍，机
构认购比价踊跃。 第二期汇金债发行
结果则没有第一期那么理想，5 年期和
30 年期两个品种分别发在 3.14%和
4.20%，比二级市场固息金融债利率分
别高了 1BP 和 3BP， 认购倍数为 1.46
倍和 2.55 倍， 远远低于第一期汇金债
的认购倍数。 银行间二级市场方面，资
金面趋近， 加之 8 月份 CPI 数据高企
可能导致存款利率上升， 债券市场收
益率受压本周小幅上升。
交易所市场方面， 本周上证国债
指数较上周小幅下跌了 0.23 点， 周五
收报于 126.9 点， 周成交金额 11.1 亿
元，与上周持平。 上证企债指数继续走
平，收于 143.62 点，较上周上涨了 0.02
点，周成交金额 21.7 亿，较上周大幅减
少，又恢复到前期的平均水平。 中信标
普可转债指数则在上周冲高乏力后，
本周掉头向下，下跌了 1.23%，成交金
额 62.8 亿元。
近日市场上关于加息的传闻又
起。 债券市场受此影响收益率曲线整
体上升，银行股股价也闻声下挫，人民
币兑美元也一路走高。 我们的观点依
旧是目前不是调高基准利率的时机。
首先，8 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出
现企稳迹象， 但伴随经济结构性调整
的深入，房地产调整的持续，以及 4 万
亿的刺激经济政策效应的逐步衰减，
宏观经济下一阶段很可能会进入增速
放缓的震荡时期。 其次，CPI 数据 8 月
份达到 3.5%， 市场也在观察随后几个
月份的数据的变化。 但我们可以看到
气候灾害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本
轮物价上涨的主要贡献因素， 阶段性
特征比较明显， 也很难靠加息措施进
行控制。 另外，经济转型时期，较长时
期的负利率现象存在不是没有先例。
至于负利率刺激股市、 楼市泡沫目前
看显然不存在逻辑基础。 从市场各方
观点看， 对在此时进行加息的必要性
也存在广泛的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