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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 

国内指数 收盘 涨跌 

沪深 300 2,950.82 11.11 

深证综指 1,103.64 9.68 

深证 100R 4,176.34 19.29 

深证 A指 1,155.94 9.65 

深证 B指 682.20 13.20 

上证指数 2,701.05 4.09 

上证 180 6,237.21 20.99 

A 股指数 2,830.70 4.01 

B 股指数 244.18 5.73 

   

海外指数 收盘 涨跌 

道-琼斯 11,953.00 1.06 

恒生指数 22,508.10 87.71 

金融时报 5,773.46 7.68 

纳斯达克 2,639.69 4.04 

日经指数 9,448.21 66.23 

   

商品期货 最新价 涨跌 

原油 96.85 -0.46% 

黄金 1518.00 +0.16% 

白银 34.95 +0.61% 

CBOT 黄豆 1382.50 -0.02% 

LME3 月铅 2535.00 -0.39% 

LME3 月铜 8912.00 -0.29% 

LME3 月铝 2590.00 -1.11% 

LME3 月锌 2247.00 -0.35%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人民币元/外币) 

1 美元 6.4830 

1 港元 0.8328 

100 日元 8.0886 

1 欧元 9.3433 

1 英镑 10.6120 

新时代证券公司研发中心 

责任编辑：马楠 

 
5 月份经济数据今日公布 谨慎操作 

收盘情况： 

周一两市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下跌5点，收于2700

点，跌幅0.18％；深成指下跌71点，收于11522点，跌

幅0.62%；中小板指数下跌16点，收于5588点，跌幅

0.29%；两市成交为1212.2亿元，较上周五成交量减少

约180亿元。 

盘面特征： 

 受上周五美股破位下行影响，周一 A股低开 18 点，

迅速完成当天探底后窄幅波动，大盘午后两点左右开始

反抽，最终小幅收跌。两市成交量较上周五萎缩一成三

左右，达到近半年最低水平，市场交投机及其清淡。盘

面具体特点：一，部分一线和二三线蓝筹股票维持弱势。

农业、水泥、金融、酿酒、电力、食品、商业百货、房

地产等跌幅靠前。其中受负面消息冲击，伊利股份跌停，

并影响了整个食品板块走弱。二，据媒体透露，低空空

域管理改革试点区域有望继续扩容。受此利好推动，飞

机制造板块盘中活跃，板块涨幅 1.17%。受中国建造航

母刺激，造船板块逆势上涨。其他板块，有色、煤炭、

化工、发电设备等小幅反弹。 

海外市场 

周一美国股市几乎平收，盘面较为波动。希腊信贷

评级被下调的消息，扑灭早间一系列并购交易所激起的

市场热情。尽管突然出现的许多并购交易消息为作天早

间市场打下了积极的基础，但对美国经济状况担心情绪

主宰周一市场。本周投资者们将迎来零售业销售收入、

CPI与PPI这两项重要的通货膨胀数据、工业产值、新屋

开建、领先经济指标指数等数据。美元指数下跌0.48%；

周一国际大宗商品期货普跌。 

操作策略:  

周一整体受到外围市场走势影响，市场再度创出本

轮下跌以来新低。两市成交量连续萎缩，达到近半年低

位水平。市场仍在2670点附近勉强获得支撑，但支撑力

度有待观察。我们判断，短线大盘仍将延续弱势。今日

公布国内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留意数据对市场的影响。

预计CPI和PPI有望再创新高。操作建议：谨慎观望为主。

(袁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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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点评  

5 月份经济数据今日发布 CPI 涨幅或创年内新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发布日程表，5月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将于今日公布。综合此间媒体

报道显示，受干旱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预计 5 月 CPI 将继续上行，涨幅或创年内新高。根

据商务部和农业部监测的数据，受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影响，5月份食用农产品价格开始结束

小幅回落的过程，重回小幅上涨。此外，从统计局公布的全国 50 个城市的食品价格来看，5

月下旬全部食品平均价格比中旬上涨 1.52%，连续两旬食品总体平均价格上涨。根据多家机构

对 5 月 CPI 做出的预测，专家对通胀形势并不乐观，普遍认为 5 月 CPI 将继续上行，不少人

预测会达到 5.5%。 

超预期数据释放两大信号 紧缩政策或将趋于谨慎 

5 月货币供应量和新增贷款超预期回落，显示经济增速放缓、流动性紧张。在国内通胀高

企、下半年输入型通胀压力不容乐观的背景下，央行仍有加息可能。不过，鉴于国内外经济

增速均出现下行迹象，紧缩政策的出台可能将更加谨慎。在强力的货币政策之下，5月份 M1、

M2 增速延续下行趋势，信贷新增规模也低于预期。在货币政策取得明显成效之后，记者从分

析人士和市场得到的消息显示，目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紧缩预期依旧强烈，近期仍有加息可

能。 

兴边富民规划出台 加大对九省区投入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昨日发布《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将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政

策支持、资金投入。规划的实施范围为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

甘肃、新疆等 9 个省、自治区的 136 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58 个边境团场。 

工信部：加快组建大型稀土集团 

工信部部长苗圩昨日在全国稀土工作会议上表示，积极推进稀土行业联合重组，形成以

大企业、大集体为主导的产业格局，是改善稀土行业管理的有效途径。工信部正按照统筹规

划、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研究制定加快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具体方案。三甲名单

即将揭晓南方稀土临洗牌，业内认为“前三”或在五矿集团、中国铝业、中色股份、广晟有

色、厦门钨业等企业中产生。五矿发展、中国铝业昨日涨停。 

我国第四个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诞生 

在国新办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发布了《西咸新区总体规划》，

我国第四个国家级新区正式诞生（前三个分别是：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

新区）。 

军工：航母和南海纷争是近期行情的催化剂 

高层首度表态在建航母 机构热捧航母概念股。建造航母可推进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

展，对于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催化作用非常大。涉及航母概念的 A 股上市公司主要有材料类的

钢研高纳(300034)、宝钢股份(600019)；舰船制造类的中国重工(601989)、中船股份(600072)、

中国船舶(600150)；系泊类的亚星锚链(601890)；动力系统的航空动力(600893)；舰载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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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西飞国际(000768)、博云新材(002297)以及中航工业集团旗下其他上市公司。肖世俊重

点推荐最直接受益的中国重工，因为中国重工旗下大连造船厂可能是航母建造基地。整个军

工板块一直享受着高溢价，尽管今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但目前整个军工行业的估

值仍在 60 倍-90 倍之间，整体存在估值风险，因此，应选择业绩增长明确且机构重仓的品种，

逢低操作。操作上除了关注造航母受益比较明显的股票外也偏重于选择兼具基本面支撑、足

够大的产业发展前景，并有整合预期的公司如哈飞股份、航空动力、中航光电、中国卫星、

航天电子等。 

抢跑资本新规：三大行拟发债融资超千亿 

6 月 13 日，建设银行公布了发行 800 亿不少于 5年期人民币次级债的计划。申银万国证

券研究所称，800 亿规模次级债的融资规模，将提升建行资本充足率 1.12%，达到 13.70%。  6

月 7 日，农行发行了次级债券 500 亿元；5月 17 日，中行发行了不超过 320 亿人民币固息次

级债。至此，三大行共发行 1620 亿人民币次级债。另有媒体报道，工行也计划发行 250 亿人

民币次级债，四大行的次级债发行额度可能逼近 2000 亿。 

(刘建伟) 

商品期货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周一收盘下跌，主要由于市场仍旧担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将导致原油

及其他能源产品的需求下滑，且投资者正在等待定于本周晚些时候发布的美国和海外宏观经济

数据。当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7月份交割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9美元，报收于每

桶97.30美元，跌幅为2%，创下自5月17日以来主力原油期货价格的最低收盘价。纽约黄金期货

价格周一收盘下跌，在最后一个小时的交易中跌势加速，原因是其他商品期货也因市场对全球

经济复苏进程感到怀疑而走软。与此同时，纽约期银价格也大幅下跌。当日，纽约商业交易所

(NYMEX)下属商品交易所(COMEX)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3.6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

1515.60美元，跌幅为0.9%。 

期指市场呈现先抑后扬的走势，主力合约1106上涨7.6点；技术上虽然显示下跌力量有所衰

竭，但做多动能也不足，上方更有5日和10日均线交叉形成压力，加上周二将公布宏观数据，随

后的货币政策出台预期仍较强，因此，预计期指短期压力犹存，继续维持低位震荡的可能性大。

操作上，走势不稳，暂时观望。 

周一，国内期市再度承压。大多数品种低开后全天维持震荡，金属期货均出现一定回落，

螺纹钢开盘后出现跳水，收盘跌逾1%；而能源化工品整体窄幅波动，仅橡胶、PTA跌逾1%。农产

品走势现分化，谷类期货继前几交易日连续回落后，今日企稳反弹；早稻涨近1%。 

部分主力期货品种与股市相关概念板块交易性机会相关性分析：  

重视程度 期货品种 昨日收盘价 短期压力位 短期趋势
交易性机会预期 

比较大的股票 

 IF1106 2955.2 3400 震荡  

  IF1107 2962．2 3400 震荡  

 IF1109 2995．8 3450 震荡  

 IF1112 3041．0 3500 震荡  

 美原油07 97.30﹩ 120﹩ 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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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黄金08 1515.60﹩ 1600﹩ 震荡  

★ 伦铜电3 8905.00﹩ 11000﹩ 震荡  

★★ 沪铜1108 67190 80000 震荡 

000630铜陵有色  

600362江西铜业 

600326西藏天路 

 ★ 沪铝1108 17070 18000 震荡 
600219南山铝业 

600888新疆众和 

 ★ 沪锌1108 17390 23000 震荡 
600331宏达股份 

002114罗平锌电 

★ 沪铅1109 16940 20000 震荡 豫光金铅 

★★ 橡胶1109 32685 40000 震荡 
600500中化国际 

海南橡胶 

 ★ 燃油1109 5037 5500 震荡 600028中国石化 

★★ 黄金1112 318.50 320 震荡 

山东黄金002155 

辰州矿业600576 

万好万家 

600489中金黄金 

601899紫金矿业 

600655豫园商城 

600311荣华实业 

★ 螺纹1110 4807 5200 震荡 
600581八一钢铁  

600117西宁特钢 

 ★ PVC1109 8005 10000 震荡 002092中泰化学 

★★ 焦炭1109 2320 2500 震荡 

西山煤电；集中能源；

开滦股份；安泰集团；

*ST山焦；新兴铸管 

 ★ 白糖1109 6845 8000 震荡 

600191华资实业 

000911南宁糖业 

600737中粮屯河 

★★ 棉-1109 25490 35000 震荡 

600359新农开发 

600540新赛股份 

敦湟种业 

★★ 籼稻1109 2539 2700 震荡 
600598北大荒 

600127金健米业 

★★ PTA1109 9396 13000 震荡 
002493荣盛石化； 

000036；000507 

说明：1、重视程度由低向高依次分别以１-2 颗星表示，１颗表示关注，２颗表示高度关注。 

                                                                   (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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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 

希腊主权调降三级 美国数据渐成焦点 

昨天的外汇市场，非美货币在持续下跌后反弹，但英国通胀、欧债危机仍是阻碍非美延

续涨势的主要因素，具体来分析： 

1．昨天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戴尔表示，目前通胀预期仍是英国央行关注重点，政策制

定者无法完全确定其处于良好受控的状态。其在英国央行季度简报中表示，长期通胀预期看

似平稳，但最新研究对短期数据是否符合英国央行 2%通胀目标的结论较不明确。尤其是在上

周四的议息会议，英国央行认为，中东政治、日本地震、欧洲债务危机等事件对金融市场的

影响还具有不确定性。 

2．昨天标普公司宣布将希腊长期评级下调至"CCC"，前景展望为"负面"。标普确认希腊

短期评级为"C"。该公司表示，下调希腊评级反映出同出现融资缺口相关的一次或更多违约的

可能性大增，并且欧盟(EU)/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计划实施的风险正在上升。目前，

市场 分析人士指出，标普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反映出市场十分担心希腊能否顺利获得第二轮

援助，也反映出希腊在融资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困难，这将给欧元带来较大的压力。同时，希

腊财政部昨天表示，标普调降希腊评级忽视了希腊政府为避免债务重组的努力，且忽略了三

方集团正就寻找可行的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进行积极磋商。 

3．昨天据海外知名媒体公布的调查显示，由于美国民众购买新车的数量减少，同时汽油

成本上升限制了消费热情。比如，美国 5月零售商销售可能连续第 11 个月下滑，预计美国 5

月零售销售月率将减少 0.5%，4 月为增长 0.5%，这将是该数据 11 个月来首次下滑。而本周美

国将接连公布 5 月生产者物价指数、美国 5 月季调后消费者物价指数等重要数据，由于近期

以来美国经济基本面表现持续不如人意，数据将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欧元/美元：上方阻力见于 1.4570 和 1.4440，支撑见于 1.4200 和 1.4300。在 1.4350 附

近买入，目标在 1.4450 附近平仓，止损在 1.4280 下方 

英镑/美元：上方阻力见于 1.6550 和 1.6470，下方支撑见于 1.6150 和 1.6300。在 1.6310

附近买入，目标在 1.6450 附近平仓，止损在 1.6250 下方 

美元/日元：上方阻力见于 80.80 和 81.80，下方支撑在于 80.00 和 79.50。在 79.90 附

近买入，目标在 80.65 附近平仓，止损在 79.40 下方 

美元/加元：上方阻力见于 0.9820 和 0.9975，下方支撑见于 0.9620 和 0.9720，在 0.9800

附近卖出，目标在 0.9710 附近平仓，止损在 0.9860 上方 

澳元/美元：上方阻力见于1.0720和1.0650，下方之支撑见于1.0400和1.0480。在1.0660

附近卖出，目标在 1.0540 附近平仓，止损在 1.0720 上方 

             （侯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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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 

国债市场放量回落 

上个交易日国债市场放量回落，量能比上个交易日大幅放大，放出几年以来的天量，开

盘128.45，最高128.45，最低128.39，收盘128.44，为一小阴线，短期市场震荡上行，操作

上，短线建议以持仓为主。 

证券时报统计显示，今年5月下旬至今已经有3只高杠杆债券基金成立，还有一只已经结

束募集即将成立。3只已经成立的高杠杆债券基金分别为富国天盈 B、万家添利 B和博时裕祥

B，分别成立于5月23日、6月2日和6月10日，另外中欧鼎利 B 已经于6月10日结束募集，即将

于本周内成立。 

分级债券基金从基金成立到上市通常有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也就意味着这4只高杠杆债

券基金将于6月下旬到7月之间相继上市，高杠杆债券基金有望在今年8月份或8月之前从4只扩

容到8只。 

关注折价杠杆债基 

从已有4只杠杆债券基金折溢价情况来看，折溢价差距十分明显，从折价8%以上到溢价18%

以上。 

类似的杠杆情况下，折价的高杠杆债券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值得投资者关注。 

(王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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