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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 

国内指数 收盘 涨跌 

沪深 300 3,068.11 8.97  

深证综指 1,213.14 7.06  

深证 100R 4,469.11 17.04  

深证 A指 1,270.60 7.88  

深证 B指 750.69      1.54 

上证指数 2,770.30 4.40  

上证 180 6,404.64 14.79  

A 股指数 2,901.45 4.55  

B 股指数 285.57 1.72  

   

海外指数 收盘 涨跌 

道-琼斯 12681.20 43.25  

恒生指数 22444.80 457.51  

金融时报 5935.02      35.13 

纳斯达克 2858.83 24.40  

日经指数 10132.10 121.72  

   

商品期货 最新价 涨跌 

原油 99.25   -0.60% 

黄金 1616.60   +0.94% 

白银    40.45   +0.82% 

CBOT黄豆 1370.00   -0.74% 

LME3 月铅 2690.00   -0.37% 

LME3 月铜 9675.00   -0.05% 

LME3 月铝 2590.00   +1.97% 

LME3 月锌 2495.00   +1.84%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人民币元/外币) 

1 美元 6.4313 

1 港元 0.8256 

100 日元 8.184 

1 欧元 9.2277 

1 英镑 10.4635 

新时代证券公司研发中心 

责任编辑：马楠 

 
美债务上限问题没有解决 短线 A 股维持弱势

收盘情况： 

上周五两市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上涨5点，收于2771

点，涨幅0.18％；深成指上涨51点，收于12352点，涨

幅0.42%；中小板指数上涨27点，收于6083点，涨幅

0.45%；两市成交为1579亿元，较上周四成交量减少210

亿元。 

盘面特征： 

上周五大盘在外围股市上涨带动之下，企稳小幅反

弹，盘中呈现弱势震荡局面，最终沪市收出一根小阳线。

两市成交量较上周五萎缩一成一左右，连续第五个交易

日萎缩，市场热情不足。盘面具体特点：一，中小盘股

票反弹幅度想多较多，周期性权重股板块反弹幅度靠

后。酒店旅游、电子信息、农药化肥、家电、非金属品、

食品和发电设备等反弹幅度相对较多。煤炭、房地产、

有色、电力等权重板块涨幅靠后。二，水泥板块成为市

场为数不多的亮点。全天板块涨幅超过 2%。主要还是

受到业绩预增利好影响。但多数个股已处于阶段性高

点。 

海外市场: 

美国主要股指上周五涨跌互见，AMD出色业绩刺激

科技股上涨，卡特彼勒令人失望的财报给道指带来压

力。美国参议院上周五否决了此前在众院获得通过的一

项将提高国债上限和大幅削减政府开支捆绑在一起的

计划。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首次公开承认美国国债有违约

风险。美国国债上限问题或将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焦

点。美元指数微跌；黄金和原油期货小幅上扬；LME有

色期货合约跌多涨少。 

操作策略:  

上周五大盘比预期反弹幅度要弱，市场对利好变得

有些麻木。两市成交量连续萎缩，市场大资金对短线后

市持有谨慎态度。同时，上周五海外再传利空因素，美

国债务上限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势必影响国内

A股市场心态。我们预计短线大盘仍将弱势震荡，上涨

可能性较小。操作建议：逢高降低仓位，谨慎追涨。

(袁 浩)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_hf.html?C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_hf.html?GC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_hf.html?SI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_hf.htm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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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点评  

美债务谈判再度破裂 避险资产获上涨动力 

美国举债上限的谈判再陷僵局。当地时间 23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再度召集两院领袖就提

高举债上限进行谈判，但无果而终。分析人士称，围绕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的争吵让股市不大

可能很快得到喘息机会，具有避险功能的黄金则有望进一步上扬。而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现时的美国，基本不可能承受债务违约带来的一连串极其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

美国国债不会违约，"违约"的将是全球经济的常规前景。 

仔细分析美国政治结构版图。美国当下出现了极其罕见的美国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同时占

多数的格局，因此，美国共和党在政策选择上必须体现出和民主党政府尖锐的对立性，强化

了共和党一贯主张的"基本教义"的政策倾向，也就是减税、低福利、低政府开支，尤其是对

奥巴马政府强行通过医疗改革法案的强烈不满促使共和党企图以同意债务上限提高为筹码，

逼迫民主党政府在未来十年内减税 2万至 4万亿美元。为此，美国国会不惜制造了"美国债务

违约的未来可能"的图景，在全球市场面前出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皮影戏。 

又一块新能源大蛋糕即将摆上餐桌 重点公司探秘  

曾几何时，风电概念股引领的新能源狂潮，席卷 A股市场，趋之者若鹜。在陆上风电经

过了长达数年的翻番式增长之后，发展速度似已成强弩之末。不过，与陆上风电相对应的，

海上风电即将迎来其"黄金十年"。本月国家能源局在相关座谈会上表示，计划到 2015 年，海

上风电装机总量将发展到 5000MW，2020 年这一规模提高到 3万 MW--一个千亿元的市场正在开

启大门。国产整机厂商，目前在海上风电的进展中可分成三个梯队。已在去年首轮海上特许

权招标中拿到份额的是第一梯队，包括华锐风电、金风科技和上海电气;已经有海上风电样机

下线的为第二梯队，代表为湘电股份;第三梯队则是才启动前期研发工作的长征电气和华仪电

气；  其他零部件环节，上市公司中以叶片和塔架两个环节有明显进展。中材科技、天顺

风能、泰胜风能、大金重工等涉足。 

八一建军节将至 多只军工股票有爆发力 

随着八一建军节的临近，军工股又开始活跃起来。从以往走势来看，军工股因题材突出、

催化剂不断而成为了 A股市场最为活跃的焦点板块之一。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八一建军节到

来这一时间节点的临近，"航母下水"等题材将刺激军工股再度爆发。 广发证券在研报中指

出，目前虽然军工行业估值高于 60 倍，但更重要的是行业和公司仍处于成长初期阶段，具有

大集团背景、国防和民用双重的广阔成长空间；中长期看好兼具基本面支撑、受益武器装备

提升、又有足够大的产业发展前景，并有整合预期的公司，如哈飞股份(600038)、航空动力

(600343)、中国卫星(600118)、中航光电(002179)、中航精机(002013)等。  在短线的操

作上，券商分析师建议关注，航母下水对中国重工(601989)、中国船舶(600150)、中船股份

(600072)、广船国际(600685)等个股带来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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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限价令或松动 粮油上市公司演绎"兴奋" 

 去年 11 月底实施的食用油限价令已让不少粮油生产企业苦不堪言。随着限价令今年 6

月底到期，7月上旬市场有传闻称鲁花花生油"打响了粮油企业产品提价的第一枪"。被限价令

压抑半年之久的油脂企业，在可预见的一个月内或许将迎来大规模的价格上涨。某大型券商

分析师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涨价预期将直接成为粮油上市公司股价表现的催化剂。

在 A股市场中，西王食品(000639)和东凌粮油(000893)是油脂行业值得关注的两个投资标的。 

(刘建伟) 

商品期货  

由于欧洲通过救助希腊的方案，国际油价22日上涨，纽约油价6周以来首次盘中重返每桶100

美元上方。到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4美分，收于每桶

99.87美元，涨幅为0.75%，盘中最高达到100.19美元，自6月10日以来首次重破百元大关。上周，

纽约油价上涨2.63美元，涨幅为2.70%。。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上涨，略低于历史最高收

盘价格。美国国会参议院否决了众议院一项调高政府借债上限的计划，从而给市场带来了新的

担忧情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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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涨14.5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1601.50美元，涨幅为0.9%，较周一创下的每盎司1602.40美元的历

史最高收盘价仅低90美分 

上周五股指震荡收阳十字星，结束此前四连阴走势，美债和欧债危机谈判取得进展以及央

行再度净投放缓解资金紧张局面是市场止跌企稳的主要推动力。不过当前地方债违约问题继续

蔓延、银行业圈钱不止、扩大资源税改革以及地产调控政策升级等消息还是困扰着市场，成交

量持续萎缩就是最好的佐证，缺乏量能的有效配合，股指大幅走强的可能性不大，短期继续缩

量震荡构筑头肩底形态右肩为主。操作上，建议继续保持短线思路对待，IF指数下方支撑3170.。 

近期内，国内大部分商品期货呈现出高位震荡的行情特征。如沪铜大部分时间在

71500-72500区间内震荡，豆粕震荡区间为3350-3400，豆油为10200-10400。从短期看，由于铜、

豆油、豆粕等主要期货品种都已经反弹至各自上部阻力区域附近，短期多头力量已经得到较大

程度释放，在市场出现新的实质性利多题材之前，预计铜、锌、豆粕、豆油、玉米等几个主要

期货品种短期有望出现技术性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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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1203 3183.0 3300 震荡  

  IF1108 3075．0 3200 震荡  

 IF1109 3088．2 3250 震荡  

 IF1112 3133．0 3300 震荡  

 美原油08 99.87﹩ 100﹩ 震荡  

 美黄金08 1601.50﹩ 1600﹩ 震荡  

★ 伦铜电3 9682.00﹩ 11000﹩ 震荡  

★★ 沪铜1110 72190 80000 
震荡 000630铜陵有色  

600362江西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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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326西藏天路 

 ★ 沪铝1110 17640 18000 
震荡 600219南山铝业 

600888新疆众和 

 ★ 沪锌1110 18790 23000 
震荡 600331宏达股份 

002114罗平锌电 

★ 沪铅1110 17580 20000 震荡 豫光金铅 

★★ 橡胶1201 36110 40000 
震荡 600500中化国际 

海南橡胶 

 ★ 燃油1109 5050 5500 震荡 600028中国石化 

★★ 黄金1112 330.2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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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5 5200 
震荡 600581八一钢铁  

600117西宁特钢 

 ★ PVC1109 8065 10000 震荡 002092中泰化学 

★★ 焦炭1109 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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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7 7000 

震荡 600191华资实业 

000911 南宁糖业 

600737中粮屯河 

★★ 
 

棉-1201 

 

21710 

 

35000 

震荡 600359新农开发 

600540新赛股份敦湟种业 

★★ 籼稻 1201 2548 2700 震荡 600598北大荒600127金健米业

★★ PTA1201 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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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重获偿债机会，美债上调期限逼近 

上周五的外汇市场，比前一日温和一些，但对欧债危机和美国国债上限问题的担心仍是市

场跟踪的敏感地带，具体来分析： 

1．上周五评级机构惠誉表示，鉴于希腊获得欧元区的第二轮援助，该机构将把希腊主权(发

行人)评级定为限制性违约评级，同时一旦国债互换计划完成，或将给予希腊一个新的低投机级

评级。其在周五公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降低希腊援助贷款利率并延长贷款期限为该国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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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获得偿债能力的机会，并将为其评级提供支撑。 

2．上周五德国财政部在公布的月度报告中指出，德国2011年第二季经济成长步伐放慢，这

种疲态可能持续至今年下半年。报告显示，德国经济在二季度可能持续以放缓的速度成长，特

别是工业方面显示出扩张步伐有所减缓。其实，德国央行已在7月月报中表示，国内需求对德国

经济复苏的支持正越来越大，同时出口所发挥的作用则下降。 

3．上周五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无论如何其将使债务上限得到上调，债务违约不是选项之

一。奥巴马称，"美国从未出现过债务违约，现在也不会。无论如何，我都将会使联邦政府债务

上限得到上调。"他表示，如果未能解决债务上限及预算问题，将损及所有美国民众，民主党及

共和党均有责任解决美国预算及债务问题，其也将在债务及预算问题上进行一些妥协，并愿意

签署一个包含一些困难选项的减赤计划。 

欧元/美元：上方阻力见于1.4550和1.4440，支撑见于1.4240和1.4300。在1.4440附近卖出，

目标在1.4300附近平仓，止损在1.4500上方 

英镑/美元：上方阻力见于1.6440和1.6350，下方支撑见于1.6240和1.6200。在1.6350附近

卖出，目标在1.6240附近平仓，止损在1.6400上方 

美元/日元：上方阻力见于78.70和79.20，下方支撑在于78.00和77.00。在78.70附近卖出，

目标在78.00附近平仓，止损在79.00上方 

美元/加元：上方阻力见于0.9600和0.9550，下方支撑见于0.9400和0.9470，在0.9470附近

买入，目标在0.9540附近平仓，止损在0.9420下方 

澳元/美元：上方阻力见于1.0880和1.0950，下方之支撑见于1.0700和1.0790。在1.0880

附近卖出，目标在1.0790附近平仓，止损在1.0930上方 

             （侯嘉庆） 

债券市场 

分离债近期存在机会 

昨日国债指数收于128.81点, 上涨了0.02%，成交1755万。沪企债指数收于145.42点,下跌

了-0.03%,成交量5.3亿元。沪公司债指数收于129.34点, 下跌-0.04%，成交4亿元。分离债市场

收于126. 68，跌幅为-0.06%，成交0.73亿。 

城投债近期连续下跌，目前城投债的价位仍未完全反映城投债的风险，资金面又遭遇偏紧

的预期，城投债成为机构纷纷抛售的对象。城投债恐慌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担忧地方融资平台

所面临的资金成本进一步上升、负债过度的风险。 

本周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资金190亿元。银行间市场债券质押式回购各品种利率持

续上扬，七天品种利率基本保持在5%以上，这显示出近期市场资金面紧张的局面并未缓解，对

债市造成较大的冲击。 

  可转债同时具有股票期权和债权的双重特性，其风险收益特征非常独特。市场上涨时，

可转债通常紧随正股上涨，而市场下跌时，由于可转债的债权特性和强制回售、转股价向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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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等保护性条款，往往显示出抗跌的特性。目前正股的估值较低，转股动力较强，同时转债价

格合理，向下风险有限，未来更有望在攻防转换后的蓝筹估值修复行情中分享股市上涨收益。 

 (张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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