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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 

国内指数 收盘 涨跌 

沪深 300 2,957.69 49.11 

深证综指 1,098.40 10.06 

深证 100R 4,215.45 85.96 

深证 A指 1,150.12 10.92 

深证 B指 704.44 12.93 

上证指数 2,687.94 38.62 

上证 180 6,239.39 93.94 

A 股指数 2,815.82 40.32 

B 股指数 264.91 6.51 

   

海外指数 收盘 涨跌 

道-琼斯 12,050.00 59.67 

恒生指数 21,759.10 100.83 

金融时报 5,674.38 98.61 

纳斯达克 2,686.75 17.56 

日经指数 9,596.74 32.69 

   

商品期货 最新价 涨跌 

原油 91.90 +0.97% 

黄金 1524.80 +0.28% 

白银 35.28 +0.79% 

CBOT 黄豆 1318.50 +0.06% 

LME3 月铅 2549.00 +0.20% 

LME3 月铜 8959.85 -0.61% 

LME3 月铝 2508.80 -1.62% 

LME3 月锌 2260.00 +0.36%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人民币元/外币) 

1 美元 6.4575 

1 港元 0.8289 

100 日元 8.0227 

1 欧元 9.2090 

1 英镑 10.3449 

新时代证券公司研发中心 

责任编辑：马楠 

 
温和利好推动 大盘三连阳 

收盘情况： 

周四两市情况:上证综指涨39点，收于2688点，涨

幅1.47％；深成指上涨49点，收于11544点，涨幅0.29%；

中小板指数上涨8点，收于5432点，涨幅0.15%；两市成

交为1137.5亿元1485.6，较周三成交量减少约350亿元。

盘面特征： 

周四 A股市场低开高走，放量上涨，延续近期反弹

势头，收出三两阳。两市成交量较周三放大三成左右，

市场逢低买入意愿较强。盘面具体特点：一，中小盘股

票带动大盘上涨。涨幅靠前的板块：水泥、玻璃、非金

属品、建筑建材、化纤、环保、电子、发电设备、电子

器件等。题材股方面：次新股、创业板、多晶硅、锂电

池和低碳经济涨幅靠前，涨幅均超过 2%。中盘领涨的

主要原因是超跌，尤其在市场资金面不足的情况更容易

吸引资金流入。 

海外市场 

周四美国股市收盘涨跌不一。美欧与中国利空数据

导致美股大幅低开；欧盟与IMF批准希腊紧缩计划，意

味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暂得缓解，推动美股尾盘反弹。

受美元走强以及IEA释放原油储备影响，油价重挫导致

能源板块大幅下滑。在截至6月18日的一周中，首次申

领失业救济人数为42.9万，高于市场预期的41.5万。美

国商务部宣布，5月的新屋销量为31.9万幢，好于预期

的30.5万套。欧洲和中国的PMI数据回落，说明欧洲和

亚洲经济放缓，对美股当天市场有负面影响。美元指数

盘中涨幅较大，原油和黄金下跌幅度较大；LME有色期

货合约普跌。 

操作策略:  

周四，公开市场操作室向全体一级市场交易商发出

公告，于周四公开市场暂停央行票据发行。央票暂停发

行主要是迫于短期流动性压力。这是近期市场释放的较

为温和政策面利好消息，刺激大盘强势反弹。技术上，

2705点附近的缺口或将压制大盘反弹走势，不排除大盘

短线在此附近有所反复。操作建议：仓位轻的不追高；

成功抄底的投资者，逢高降低仓位，短线操作。 
(袁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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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点评  

油价金价重挫 欧美股市盘中大跌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日前表示美国经济复苏放缓，且并未暗示出台进一步刺激政策。此外，

国际能源署昨日宣布，将在未来 30 天内每天释放 200 万桶原油库存，共计释放 6000 万桶。

受上述消息影响，昨日纽约油价一度跌破每桶 90 美元，盘中跌幅超过 5%，国际金价盘中跌幅

也超过 2%。欧美股市低开，主要股指盘中跌幅均超过 1.5%。 

深圳前海“基本法”定稿 中国曼哈顿将启航 

被称为深圳前海“基本法”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昨日提

交深圳人大终审，有望在下周表决通过后开始施行。作为国家金融创新和对外开放的试验示

范窗口，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定位被视作中国的“曼哈顿”，将随着“基本法”的

确定驶入开发建设快车道。中国的“曼哈顿”即将启航。前海“基本法”严控土地转让。终

审稿中明确了土地开发利用将主要采取租赁、合作等形式，严格控制土地转让。前海及其周

边直接或间接拥有土地或项目储备的企业，以及有望参与前海开发建设的公司将直接受益。

大股东坐拥前海 21%土地，招商地产静待“开发令”。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即将公布 

记者日前获悉，由国家发改委主导起草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近期有

望出台。到 2015 年，我国生物医药市场有望达到 1000 亿美元规模，医药生物技术产业的产

值达到 2000 亿元。 

发改委：严禁自行出台优惠电价措施 

国家发改委昨日下发《关于整顿规范电价秩序的通知》。通知指出，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

继续加强电价监管，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采取切实措施整顿规范电价秩序，确保国

家电价政策贯彻执行。要坚决制止各地自行出台优惠电价措施。 

沪银监局长称银行业面临四大挑战 

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昨日在上海举行的“2011 领军者系列峰会”上表示，现在房地产风

险的广度和深度在进一步加强，但监管部门认为房地产贷款风险仍然可控。 

越南“禁钛”老调重弹 涉钛公司喜忧互现 

近日，越南钛矿出口被令于 2011 年底终止，钛白粉价格走向再引关注。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钛白粉行业成本攀升、需求旺盛，由于我国对越南钛矿的依赖，越南出口禁令很可能推

升国内钛白粉价格。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钛矿下游行业，钛白粉行业受到的上下游影响较为矛盾，需求上升

的同时伴随着成本上升，此次禁令对上市公司是否会切实带来有利影响尚难以判定。  安

纳达在 6月初曾发布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称，受成本上升和需求增加共同影响，公司主要产

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度有较大幅度提高，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261 万元

-391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0%-200%。 不过，*ST 钛白此前则公告表示上半年受成本上

涨影响将亏损 1000-1500 万元，难以否极“钛”来。有分析人士称，*ST 钛白由于运输成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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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高，产品价格上涨难以覆盖成本上涨，因此对业绩提振作用并不明显。  中国证券报

记者从*ST 钛白了解到，目前该公司原料以国内钛矿石为主。攀钢钒钛(000629)则表示目前年

产钛矿石 40 余万吨，除自用外，部分供给国内市场，如果越南禁令付诸实施，对公司可能有

利。此外，钛白粉价格的上涨也给下游企业带来了成本压力，装饰原纸行业的齐峰股份(002521)

便表示，受主要原材料纸浆、钛白粉价格大幅度上升影响，公司 2011 年 1-6 月份业绩预计下

降 30%-50%。 

(刘建伟) 

商品期货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周四收盘大幅下跌，原因是国际能源署(IEA)称其将在未来一个月时间里

释放6000万桶的原油储备，以弥补利比亚原油产量下滑的差额。当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8

月份交割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9美元，报收于每桶91.02美元，跌幅为4.6%，创下主力合

约自2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收盘价。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周四收盘下跌，终止了此前7个交易日的连

续涨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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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1520.50美元，跌幅为2.1%。 

昨日沪深300指数和期指四合约均呈低开高走、强势反弹格局走势，截止收盘，沪深300指

数上涨1.69%，主力合约IF1107上涨1.91%。板块方面，依旧是保障房受益的水泥、建材成为市

场的领涨品种，钢铁也表现不错，不过金融和地产则略显乏力；技术看，日K线收出难得的中阳

线直接突破了10日均线，有回填2700点缺口的需求，上方阻力位2750点；从信息面看，在连续

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下，银行资金告急，央行近期连续注入资金或许成为市场做多的理

由，加上保障房带来利好的预期，同时国内市场前期已经严重超跌，因此市场出现了较强的反

弹；不过市场是否已经探底成功，目前还很难判断，但从昨日表现看，市场人气有一定提升，

预计短期有一定延续反弹的需求，只是明天又将是周末最后交易日，市场会否再次呈现周末效

益还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操场上仍需谨慎，可逢回调尝试少量介入超跌的股票。 

周四，国内大宗商品整体走势偏弱，橡胶开盘大跌后维持震荡并在盘中有所回升，受此带

动，PTA、棉花等亦出现大幅回落。焦炭、螺纹钢期货今日逆势上攻，日涨幅在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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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1107 2961.4 3000 震荡  

  IF1108 2971．4 3000 震荡  

 IF1109 2982．8 3050 震荡  

 IF1112 3033．4 3100 震荡  

 美原油08 91.02﹩ 100﹩ 震荡  

 美黄金08 1520.50﹩ 1600﹩ 震荡  

★ 伦铜电3 8975.00﹩ 11000﹩ 震荡  

★★ 沪铜1108 67620 80000 震荡 

000630铜陵有色  

600362江西铜业 

600326西藏天路 

 ★ 沪铝1108 17035 18000 震荡 600219南山铝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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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88新疆众和 

 ★ 沪锌1108 17240 23000 震荡 
600331宏达股份 

002114罗平锌电 

★ 沪铅1109 16855 20000 震荡 豫光金铅 

★★ 橡胶1109 32090 40000 震荡 
600500中化国际 

海南橡胶 

 ★ 燃油1109 4990 5500 震荡 600028中国石化 

★★ 黄金1112 321.07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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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4 5200 震荡 
600581八一钢铁  

600117西宁特钢 

 ★ PVC1109 7905 10000 震荡 002092中泰化学 

★★ 焦炭1109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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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 6721 7000 震荡 

600191华资实业 

000911南宁糖业 

600737中粮屯河 

★★ 棉-1109 25575 35000 震荡 

600359新农开发 

600540新赛股份 

敦湟种业 

★★ 籼稻1109 2504 2700 震荡 
600598北大荒 

600127金健米业 

★★ PTA1109 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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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汇市场 

释放原油库存储备，美指暴涨金价急挫 

昨天的外汇市场，美元横扫非美，欧元、英镑下跌幅较大，主要是原油价格暴挫引发市

场担心，而各国升息问题仍为市场主题，具体来分析： 

1．虽然昨天希腊政府赢得议会信任投票，为避免违约获得新贷款克服首个障碍，意味着

希腊政府在避免违约并获得欧盟(EU)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一批援助资金方面已经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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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一大步，但在中期紧缩计划通过之前，希腊债局仍未迎来曙光，令欧元前景不容乐观。

分析人士认为，包含大量紧缩政策的中期财政改革方案能否获得议会的批准将是帕潘德里欧

面临的更严峻考验，如果获批失败，则将引发市场怀疑希腊能否获得下一批 120 亿欧元的贷

款。 

2．昨天对欧元最有杀伤力的消息是国际能源署发表的声明，其称，将在未来 30 天内每

天释放 200 万桶的原油库存，共计释放 6000 万桶，以及美国能源部(DOE)则将会从战略石油

储备中释放 3000 万桶，作为该行动的一部分。之所以决定释放原油库存，是为了缓解利比亚

局势对油市供应的影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计算，利比亚动乱导致了高达 1.32 亿桶原油的损

失。油价暴跌对欧元显然是负面消息，因为能源价格高企对欧元区通胀起到了持续推动作用，

那么可想而知油价下滑将减轻欧洲央行(ECB)抗击通胀的压力，则加息预期也将出现降温。另

外，昨天欧元区公布数据也不佳，即，6 月 Markit 综合采购经理人(PMI)指数初值为 53.6，

预期为 55.1；制造业 PMI 初值为 52.0，预期为 53.8；服务业 PMI 初值为 54.2，预期为 55.5，

为此，疲弱的经济数据加之特里谢称欧元区金融稳定性评估已经亮起红色警报的措辞，更令

市场对于欧洲央行短期内进一步加息举措产生了怀疑。 

欧元/美元：上方阻力见于 1.4400 和 1.4300，支撑见于 1.4200 和 1.4130。在 1.4300 附

近卖出，目标在 1.4200 附近平仓，止损在 1.4350 上方 

英镑/美元：上方阻力见于 1.6170 和 1.6070，下方支撑见于 1.5940 和 1.5900。在 1.6050

附近卖出，目标在 1.5940 附近平仓，止损在 1.6100 上方 

美元/日元：上方阻力见于 81.10 和 80.80，下方支撑在于 80.30 和 79.70。在 80.30 附

近买入，目标在 80.80 附近平仓，止损在 80.00 下方 

美元/加元：上方阻力见于 0.9850 和 0.9900，下方支撑见于 0.9640 和 0.9720，在 0.9750

附近买入，目标在 0.9850 附近平仓，止损在 0.9700 下方 

澳元/美元：上方阻力见于1.0585和1.0650，下方之支撑见于1.0400和1.0450。在1.0585

附近卖出，目标在 1.0450 附近平仓，止损在 1.0620 上方 

             （侯嘉庆） 

债券市场 

国债市场缩量走高 

上个交易日国债市场缩量走高，量能与上个交易日大幅萎缩，开盘128.51，最高128.52，

最低128.50，收盘128.51，为一小阳线，短期市场缩量走高，操作上，短线建议以持仓观望

为主。 

国债回购价格上升，意味着年化收益率的上升。那么，未来逆回购市场的空间还有多大？ 

国债逆回购价格在7月上旬前都有上升空间。首先，银行马上面临上半年的季末考核，资

金难免会延续紧张。其次，银行7月可能执行75%的日均存贷比考核。最后，如今银行间质押

回购利率普遍高于交易所国债回购利率，这就使机构有了一定的套利机会。即首先在交易所

对7天品种融资，然后在银行间市场进行融券。尽管这不适用于个人投资者，但它可以支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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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价格。预计在7月上旬前，国债回购价将普遍介于6%至今年1月高点间。 

资料显示，截至 6月 22 日，1天期银行间质押回购利率为 7.47%，高于同期交易所国债

回购品种 2.9 个百分点。7天、14 天则分别高出交易所 3.7 和 1.8 个百分点。另外，GC007

年内高点为 13.3，GC001、GC002、GC003 分别为 11、8.55 和 8.07。 

(王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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