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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板块卷土重来
金融股领跌"沪指失守%###点

周四深沪指数震荡走低"沪指失守
%###

点"金融股领跌# 有色金属板块经过短暂的
休整后"昨日卷土重来再次领涨各行业板块# 其中"铜陵有色$中科三环$驰宏锌锗强势
涨停"鑫科材料$株冶集团$包钢稀土等一大批相关个股紧随其后逆势报收中长阳#

昨日两市呈现高开后震荡走低态
势"股指重心略有下移# 盘面上"券商$

银行等短期升幅较大的金融股成为拖
累大盘的主因" 在权重股回调的情况
下"新材料$稀缺资源等题材股全面活
跃"成为市场中最大的亮点# 两市涨跌
参半"成交量虽然同比萎缩"但依然保
持在较高水平"最终沪指紧守

$

日线"两
市绿盘报收#

大摩投资认为"目前
%###

点区域成
为多空双方对决的主战场"上方面临着
三四月份套牢盘压力"下方年线具备较
好支撑"股指再次陷入可上可下的尴尬
境地# 另外昨日对市场影响较大的因素
就是经济数据的发布" 从数据情况分
析"前三季度

)*+

同比增长
"#,'-

"

(

月份
.+/

同比增长
%,'-

"基本符合此前市场预
期"加息之后"其对市场影响将逐渐消
退" 市场震荡向上趋势仍有望延续"热
点轮动将会此起彼伏#

周四上证指数受权重股主动抛压影响高开
低走"终盘以中阴线报收"成交量较上一交易日
大幅萎缩#湘财证券祁大鹏分析认为"昨日上证
指数多数时间在周三收盘点位下方震荡整理"

盘中虽然有有色金属等板块保持强势" 但也不
能改变大盘的短线弱势格局#盘口显示"大盘急
跌时有短线资金在做多推高指数"但是"每一次
推高指数都会被主动性抛盘压制" 这应该是在
提示" 大盘需要较大级别的调整才会重新向
%###

点攻击#

从大盘的技术形态上看" 昨日上证指数的

收盘点位勉强收在
$

日均线" 大盘连续三个交
易日试探

$

日均线的支撑作用" 使得均线的支
撑作用较前期有所下降# 大盘的成交量未能保
持较为健康的状态"限制了大盘向上突破# 另
外"上证指数的

'#

分钟
0

线"已经发出了震荡调
整的信号"因此"大盘回探

"#

日均线或更低位置
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在操作上 "建议投资者回避那些明显
放量滞涨的个股 " 可以适当参与一些调
整较为充分且在大盘下跌时抗跌性较好的
个股 #

周四统计局公布了三季度经济数据"

(

月
份
.+/

数据为
%,'-

" 而前三季度的同比增长是
1,(-

"全年仍有机会控制在
%-

以内# 世基投资
余峻威分析认为"由于加息依然低于

.+/

"预计
对收紧流动性动作不会太大# 从

)*+

的增长数
据看"由于

.+/

数据略超预期"导致周四
2

股市
场资金面出现分歧"使得

2

股全天围绕
%###

点
震荡调整# 从分时图上看"指数早盘前半段走
势平稳"

""

点后跌幅加大# 午后场外资金回流"

股指略有回升#

余峻威认为" 前期涨势过猛需要修正大盘
乖离率指标才是近几日市场震荡的根源" 与加
息和经济数据的关联不大"后市行情仍可看好#

大盘经过前两周的大幅上涨" 短期内已经
积累了比较多的获利盘" 同时

%###

点上方也有
前期很多的套牢盘" 两者叠加使得市场面临局
部压力# 但是"推动这波上涨行情的根本因素没
有发生改变" 加上目前市场人气旺盛"

2

股的中
级反弹行情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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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板四只新股辉丰股
份$雅化集团$汉缆股份$科林环保"定
于
"#

月
13

日实施网上$网下申购#

辉丰股份拟发行
1$##

万股"该公司
具有十余年研究开发$生产经营化学农
药产品的历史"是全球最大的咪鲜胺原
药生产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辛酰溴苯
腈原药$氟环唑原药生产企业#

雅化集团拟发行
4###

万股"公司主
营业务为各类工业炸药和起爆器材的
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特定的工程爆
破解决方案及相关服务#

汉缆股份拟发行
$###

万股"公司主
营电线电缆及电缆附件的研发$ 生产$

销售与安装服务"是中国电线电缆行业
大型骨干企业#

科林环保拟发行
"(##

万股"公司主
营袋式除尘器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
及袋式除尘系统设计业务#

~@A�

中小板四新股下周三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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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

月
"3

日周报显示"在
1"3

只标准股票型
基金中"有

""1

只在上周% 逆市&下跌# 与
股基业绩分化$波动加剧相比"债券型
基金并未受到% 股债跷跷板&因素的影
响# 晨星数据显示"上周债券型基金涨
幅为

#,&(-

"走势稳健#

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偏股型基
金首尾相差达

$%

个百分点"创下历史之
最#截至

"#

月
"$

日"今年以来一$二级债
基 平 均 净 值 增 长 率 分 别 达

3,&&-

$

',3'-

"其中有
14

只债基的收益已超过
"#-

"远超偏股型基金的收益水平#

中欧基金稳健收益基金经理聂曙
光表示 " 我国可转债市场品种多样
化 $流动性都得到了极大改善 "从中
长期来看 " 具备一定的安全边际"估
值优势比较明显"债券型基金也将因此
具备较好的投资机遇#

~|Õ�

上周股基业绩分化加大

BC DE; FG; =H

原油
4(&15 5 5 5 4(3"5 5 5 5 5 "&

焦炭
"&$45 5 5 5 "&445 5 5 5 5 5 &

热卷板
41'$5 5 5 5 41'"5 5 5 5 5 64#

螺纹钢西部
4$"35 5 5 5 4$"15 5 5 5 5 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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