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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周评

沪基指全周震荡收平美元指数回升至 80

B股 延续结构性行情

A13

板块前瞻

农林牧渔 不改中长期上涨趋势

广发华福证券 雷 震

今年下半年以来，受自然灾害多

发和游资炒作的影响，农产品价格出

现大幅上涨，带动农林牧渔板块持续

走高。

7

月

1

日至今，农林牧渔板块最

高上涨幅度达

70%

，而同期沪深

300

仅为

40%

。 由于近期通胀形势严峻，

国家相关部委加大对农产品市场的

调控力度，使部分前期涨幅过高的产

品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调。 但我们

认为，除了被游资爆炒而大幅走高的

部分产品属于价格理性回归外，短期

内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并不能改变其

中长期持续上涨的趋势。 同时在整体

价格调整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结

构性品种投资机会。

10

月 我 国

CPI

同 比 增 长 达

4.4%

，环比上涨达

22.2%

；其中

10

月

份食品类

CPI

同比达到

10.1%

，环比

上涨

26.25%

。

11

月份的价格监测显

示，

11

月上半月整体农产品价格仍呈

现上涨格局。 除蔬菜、畜禽肉类继续

保持高位运行外， 由于收购需求旺

盛，粳稻、玉米等原粮价格也持续上

涨，粮农对未来价格的看涨也出现惜

售现象，导致市场供求关系进一步紧

张。 我国目前严峻的通胀形势使农产

品价格继续上涨具备较强的市场预

期。 而未来几个月春节消费旺季的到

来，肉禽蛋奶、水产品等产品的需求

也将出现季节性上涨。 虽然目前政府

部门正在全力对菜价进行控制，但其

控制目标更多的锁定为基础类农产

品价格，而对于较高端的农产品约束

较少。 在整体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

下，季节性消费旺季的到来将赋予高

端农产品更高的需求价格弹性，对相

关上市公司构成利好。

中长期来看，我国农业生产中的

人工成本和生产资料成本提高将对

农产品价格上涨形成较强推动。 人工

成本约占我国粮食成本的三分之一

左右， 占蔬菜种植成本的

40%

左右。

随着我国工资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刘

易斯拐点” 临近迹象的不断显现，农

业生产活动中人工成本的提升将成

为推高农产品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目前我国农民的实际收入水

平普遍较低，较小的基数使劳动力成

本的增长表现为更高的增长率，进而

使农产品价格上涨表现的更为明显。

同时近年来化肥、种子、农用机械等

生产资料价格也呈现明显的上涨趋

势，使农产品价格上涨呈现“双轮驱

动”的格局。

此外，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个

经济结构的调整， 农村经济和农业

生产的地位也越来越得到政府的重

视。 政府在对农村经济大力扶持的

同时也对农业生产企业制定了大量

的优惠政策， 从财政、 税收、 资金

等各个方面对企业进行支持。 目前

来看， 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

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高端农产品、

深加工后的基础农产品的需求量将

迅速增长， 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政

策上的优惠和市场的不断扩张将对

企业的经营业绩形成合力支撑， 促

进行业企业的快速发展。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认为在目前

我国经济发展现实情况下，农产品生

产行业已经具备了长期投资价值。 虽

然在目前政府部门出台了多项政策

稳定食品类农产品价格，短期内或将

对相关类别的产品价格形成打压，进

而拖累对生产企业的业绩增长预期，

但中长期来看，农林牧渔板块的部分

优质企业已经具备了在未来较长时

间实现业绩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力，投

资者在中长线投资布局中值得密切

关注。

探低回升 行情仍在

湘财证券 徐广福

本周市场单纯从周

K

线上来看，貌

似波澜不惊。 虽然上证综指跌破

2800

点， 并夹杂着朝韩炮火和工商银行的跌

停板，市场还是呈现出有所企稳的迹象。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有关经济增

长、物价和股市关系的阐述，则是给市场

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们也终于发现在当

今国内外货币泛滥格局下， 在物价上涨

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在调结构和保

增长的大局下， 人们对股市有了正确认

识。 虽然央行已经澄清周小川的“池子”

指的是一系列组合货币政策， 当把股市

和债券市场打造成一个超级大蓄水池应

该是最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

未来。没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就很难完成

金融中心的建设。 管理层对资本市场的

监管不应该紧盯着指数的高低， 而应该

把制度建设放在第一位。

从技术上来看， 如果把这波行情定

义为对自

9

月

30

日开始上涨行情的修

复，就会发现

2800

点应该是调整的区域

下限附近。 在前两周市场快速下跌的过

程中， 普通投资者的仓位也出现了快速

的下降， 尤其是在本周三大幅反弹的过

程中下降的非常明显。 这说明普通投资

者受到短期市场干扰的因素非常大，也

说明了部分投资者包括专业机构仍然是

采用趋势投资的策略。 但是熟悉股市的

投资者都很清楚， 当普通投资者仓位降

下来之后基本上也在孕育着一波新行情

的产生。

本周受到消息面刺激的氟化工概念

大幅走强， 三爱富和巨化股份都出现连

续涨停的现象， 次新股多氟多也走出月

余翻番的暴涨神话。临近年底，十二五规

划和相关产业刺激政策将促使一些概念

股不断走强，投资者可以适度介入，但应

注意止盈止损的管理。 前期出现深幅回

落的资源板块尤其是煤炭股， 本周出现

了明显的止跌回升现象。该板块在

10

月

份出现一波非常凌厉的上涨， 在这波下

跌的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回档。 煤炭的

战略价值在市场度过短期的恐慌心理之

后， 又被市场重新认识得到主力资金的

再度关照。

受益于产业升级、云计算、物价网等

概念，信息设备本周位居涨幅榜第一名，

电子元器件也有较好的涨幅。 防守型的

食品饮料和医药生物经过前一段时间的

休整后， 再度得到市场主力的关注分别

摘得涨幅榜的榜眼和探花。 机械设备由

于受益于高端制造概念， 再加上本身良

好的业绩支撑， 本周也得到了投资者的

大力追捧，盘中出现涨停板的现象。由于

投资者仍然担心周末出台紧缩的货币政

策，导致周五再现“周末效应”，金融板块

成了直接的受害者，居于跌幅榜第一名。

另一个唯一下跌的板块是采掘类。 虽然

本周煤炭类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但

是由于中国石油归于采掘类板块中极大

的拖累了改板块的表现。

从本周的市场走势来看， 上证综指

最终仍然是失守于年线的争夺。 这也证

明了目前市场的投资者依然是趋势投资

和受到消息面影响较大。 投资者并未从

紧缩的货币政策的预期中走出来， 仍然

担心周末出台一些利空消息。 从周

K

线

来看，本周走出探底回升格局，或许预示

着经过

2

周的大幅下跌之后， 市场孕育

着变盘的可能性。 如果周末没有出台利

空， 下一周的前半周市场或许会相对比

较强劲， 进一步上行挑战

2950

到

3000

点一带的压力区域。 投资者对于食品饮

料、医药生物、煤炭行业和新兴产业中相

关强势股仍然可以给予积极的关注。 同

时需要密切留意金融板块和石油石化的

市场表现。 如果该两大板块出现止跌回

升格局，投资者则可以积极入市操作。如

果走势相对比较疲弱， 则只能以小仓位

资金参与博弈。

周五 B 股大盘涨跌不一，深成 B 指以红盘报收。 本周沪深 B 股大

盘双双反弹，连续几个交易上涨，最终携手收阳。从交易情况看，股指摆

脱前一周颓势逐步走高,呈现稳定格局。 其中，沪 B 指已经顺利收复三

百点整数关，至收盘沪 B 指报 301.49 点，全周上涨 6.21 点，周涨幅为

2.10%；深成 B 报 6011.55 点，全周上涨 56.37 点，周涨幅为 0.95%。 两市

B 股成交金额较前一个交易日基本持平。两市 B 股约九成上涨，其中消

费、科技电子类个股涨幅居前。

结构性行情还将延续,操作上不排除后市仍有反复。不过 B 股大盘

向下空间有限,中期趋势维持看好判断。 （中信金通 钱向劲）

债市周评

政策不确定 抑制港股短期表现

国浩资本

本周恒生指数收于

22877

点，下

跌

728

点或

3.09%

； 国企指数收于

12757

点，下跌

413

点或

3.14%

；红筹

指数收于

4116

点 ， 下跌

104

点或

2.49%

。本周港股日均成交为

789.8

亿

港元 ， 比上周的

974.6

亿港元猛跌

19.0%

，显示投资者信心明显不足。

煤炭股最近两周的股价随大巿回

落。 中国神华

(1088.HK)

、 中煤能源

(1898.HK)

、兖州煤业

(1171.HK)

自

11

月

11

日以来 分 别下滑 了

12.0%

、

12.7%

及

12.4%

，这与现货煤价的走势

大相径庭。 我们仍然看好这个寒冬季

节的煤炭价格走势

,

只要现货煤价维

持强势， 煤炭股股价的上升空间是存

在的。在港上巿的大型煤炭股中，以兖

州煤业最值得期待， 分析员的平均目

标价约

25.2

元， 较周五收盘价高出

16%

。

门店飞速增加的运动服饰行业终

于开始面临扩张过度的问题。 中国动

向（

3818.HK

）公布

2011

年二季度订单

额增速仅

2.8%

， 远低于市场预期，同

时宣布聘任阿迪达斯前大中华区总裁

为公司新的

CEO

， 显示公司发展动向

可能有所变化。而前段时间李宁（

2331.

HK

）也宣布要对其旗下经销商体系进

行整合， 只开个别店铺的分销商可能

得加入其它更大的经销商。 同时，李宁

也不得不加大对经销商的折让， 而这

明显将降低公司毛利率。 这两大运动

品牌公司的新动向引发市场对整个运

动服饰行业的担忧， 运动品牌公司股

价纷纷下跌。

当前， 投资者对通胀和加息比较

敏感，因而非常谨慎，参与交易的积极

性很差， 港股近期表现可能仍难以乐

观。

12

月上旬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会

议将定下政策基调，

11

月经济数据发

布也可能使加息或上调准备金率比较

明确， 政策走向可能在近期内将逐渐

明朗化。 尽管存在政策方面的不确定

性，但我们依然认为，政策与

CPI

比投

资者预期更坏的概率比较小。 恒生指

数目前估值水平对长线投资者有吸引

力，有耐心的投资者应该入场吸纳。 投

资主题方面， 投资者可以关注很可能

受益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板块，比

如新兴产业及与“三农”相关的股份。

本周外汇市场受到爱尔兰债务危机和朝鲜炮击事件的双重影响，

避险情绪强烈，美元强劲上涨，而非美货币普遍下跌。

周一爱尔兰同意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其援助， 但是评级公

司穆迪表示爱尔兰主权评级面临多级下调风险，欧元上升失败。周二市

场担忧欧洲债务危机向葡萄牙等国扩散， 同时朝鲜与韩国先后向对方

开炮，导致市场风险情绪受挫，避险情绪高昂，美元指数上升，欧元等非

美货币下跌。 周三美国公布的上周初申领失业金人数、 个人收入与开

支、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均良好，美元指数继续上升。 周五亚

太市场时间，美元指数突破 80。 （东航国际金融公司）

上证指数周

K

线图

沪深基指本周震荡收平，成交量萎缩逾两成。两市封闭式基

金近六成录得周涨幅，基金安信升逾 4%领涨。

沪基指全周收高 0.1%，报 4635.71 点；深基指全周升 0.56%，

报 5623.25 点。两市基金全周的成交金额为 266.67 亿元。股市方

面，上证指数全周下跌 0.58%，深成指升 1.98%。 封闭式基金中，

有 29 只上涨，20 只下跌。 其中基金安信收高 4.25%，表现最好；

合润 B 升 3.15%，位列第二；招商信用和信诚增强分别跌 1.51%

和 1.48%，跌幅居前。

沪基指全周呈现反复震荡格局。

资金面趋紧 收益率曲线平坦上升

长城证券

受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缴款日期

的临近，本周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开始趋

紧，货币市场利率上涨迅速。 公开市场

上央行本周净投放资金

540

亿元；央票

发行方面， 各期限央票共发行了

60

亿

元，是

2009

年以来的最低量，发行利率

继续持平。 央票发行地量的出现，一方

面是因为一二级市场倒挂严重，央票回

笼流动性的功能深受影响。另外央行还

有靠其价格指导功能来维持利率稳定，

近期持续上调的空间有限； 另一方面，

前期连续的政策出台导致资金面宽松

的局面出现转变，货币市场利率开始上

调，也减轻了通过央票回笼过剩流动性

的压力。预计央行会观察近期的紧缩性

政策一段时间，短期内出台进一步紧缩

措施可能性不大。

银行间一级市场方面，在债市萧条

的背景下，机构参与一级市场的热情愈

显活跃。 国债方面，

280

亿元的

7

年期

国债票面利率为

3.83%

， 边际利率为

3.86%

，基本符合此前的市场预期，投标

倍数

1.75

倍， 并获得

26.4

亿元的追加

发行，认购较踊跃；金融债方面，

5

年

期农发固息债发在

4.02%

，落于市场预

测区间上限，比发行前一日的中债利率

高出

3BP

，认购倍数

1.53

倍，认购一般，

估计是受次日同期限新型国开债发行

分流资金的影响。 与其相对应，

3

种

5

年期国开债的发行由于计息方式多样，

可以相互转化等特性， 受到市场追捧。

具体讲，

5

年期固息债发在

3.70％

，落

于发行区间的低端，大大低于此前市场

预期，首场规模认购倍数为

6.58

倍，两

期浮息债的中标利差也落在给定标位

低端，

5

年期定存基准浮息债的利差为

45BP

，首场规模认购倍数为

7.48

倍。

5

年期

3

个月

Shibor10

日均值基准浮息

债的利差为

5BP

，首场规模认购倍数为

4.41

倍。 市场认购热情高涨。

1

年期进

出口固息债票面利率发为

3.18%

，较本

月初发的同期限金融债票面上升

57

个

基点；信用债方面，短融及中票的发行

利率出现不同程度上升，

5

年

AA

中票

发行利率较上周可比品种上涨了

13BP

。 银行间二级市场方面，收益率曲

线继续上升，呈现平坦化趋势。

交易所市场方面，上证国债指数走

平， 周五报收于

126.04

点， 上升

0.01

点，成交金额略有减少。 上证企债指数

继续走低， 收于

142.23

点， 下降了

0.3BP

。 中信标普可转债指数周初下跌，

周四周五则收复跌幅， 最终收于

2845.26

点，下降了

13.28

点，成交量继

续萎缩。

国家力量决定市场走向

兴利投资

“中国看世界，世界看中国”，这句

在上海世博会上很流行的标语也能够

诠释目前中国和国际市场的相互关

系。 在美国实行第二次量化宽松刺激

政策之时， 中国政府开始了从紧的货

币政策。 中美两国因经济发展局面的

不同出现了经济政策的不同导向。 在

这样渐趋背道而驰的政策压力下，国

内外商品市场却“求同存异”，走出了

以震荡为主题的偏弱行情。

和外盘相比， 本周的国内市场似

乎表现得更为主动， 这与中国对通胀

进行愈发明显的调控导向有关。 发改

委在本周

22

日到

24

日三天连发四文

部署稳定物价， 以配合国务院出台的

16

项控制物价措施的执行； 而在周二

（

23

日）中国银监会发文严查挪用信贷

资金炒作农产品， 央行也要求各银行

控制年末放贷的冲动。 继连续上调存

款准备金率之后， 中国政府货币转向

的态度越来越明确， 对物价的控制也

开始向细节化发展。 这使得国内外投

资者增加了对中国加息预期的担忧，

因此为回避周末可能会出现的突发信

息影响，市场的走软应在情理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周三收盘后，

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

州商品交易所先后发布 《关于暂停执

行当日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单边收取规

定的通知》、《关于暂停各品种交易手

续费优惠措施的通知》、《关于上市品

种当日开平仓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的

通知》。 根据通知内容，三大期交所

23

个上市交易品种的当日开平仓交易手

续费减半优惠措施将于

11

月

29

日起

全面暂停。 另外上海期货交易所还发

布《关于调整上市品种交易保证金、涨

跌停板和交易手续费的通知》，上调了

各品种的交易保证金比例和涨跌幅度

限制， 同时再次提高了天然橡胶的手

续费收取标准。 这些行业性措施的出

台有效限制了市场价格的巨幅波动，

但也导致市场进入了相对复杂的震荡

整理期。

国际形势方面， 本周还出现了加

剧朝韩冲突的“炮击事件”。 据报美国

已派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为首的

舰队， 前往黄海海域与韩国举行联合

军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美国藉

朝韩军事冲突之机， 派航母在中国的

咽喉之地举行军事演习， 是对中国极

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 暴露美国遏制

中国的战略图谋。 美国军事挑衅行动

不仅无助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 反会

激化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对此兴利

投资认为， 国家与国家的政治表现同

时也影响着商品市场的价格走向。

2010年 11月 27日 星期六

百姓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