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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内容摘要】【内容摘要】【内容摘要】

■■■■ 盘面分析盘面分析盘面分析盘面分析

1、沪深两市跳空高开后高位盘整，煤炭、有色的支撑

使得沪指小幅收高，受地产、银行回调的拖累，深市弱

于沪市，小幅收低。

2、医药、酿酒食品、汽车等继续回调，核电设备有所

走强，大多板块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 财经信息财经信息财经信息财经信息

1、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查结果出炉 两万亿元存风险

2、发改委专家：中国须忍受更高物价上涨率

3、近九成银行家担忧信贷收紧成房地产主要压力

■■■■ 操作策略操作策略操作策略操作策略

煤炭、有色等强势板块中个股涨幅大多超过 30%，

地产经历强劲反弹后也出现回调迹象，个股分化显著，

前期持续走高个股出现大幅下跌，有形成顶部形态迹

象，我们研判，市场短期面临调整风险，可考虑降低仓

位，中期趋势仍看好，机会属于二三线蓝筹。

■■■■ 今日新股上市及操作策略今日新股上市及操作策略今日新股上市及操作策略今日新股上市及操作策略

希努尔、嘉麟杰、大金重工

■■■■ 公告提示公告提示公告提示公告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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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昨日行情】【国内市场昨日行情】【国内市场昨日行情】【国内市场昨日行情】

指数名称指数名称指数名称指数名称 收盘收盘收盘收盘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上证综指上证综指上证综指上证综指 2879.64 0.64%

深证成指深证成指深证成指深证成指 12507.70 -0.76%

中小板指中小板指中小板指中小板指 6318.37 -3.05%

沪深沪深沪深沪深300300300300 3224.14 0.20%

香港恒生香港恒生香港恒生香港恒生 23852.00 1.68%

【国际市场昨日行情】【国际市场昨日行情】【国际市场昨日行情】【国际市场昨日行情】

指数名称指数名称指数名称指数名称 收盘收盘收盘收盘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道琼斯道琼斯道琼斯道琼斯 11094.42 -0.01%

纳斯达克纳斯达克纳斯达克纳斯达克 2435.17 -0.25%

标准普尔标准普尔标准普尔标准普尔 1173.81 -0.36%

日经指数日经指数日经指数日经指数 9583.00 1.90%

【大宗商品】【大宗商品】【大宗商品】【大宗商品】

商品名称商品名称商品名称商品名称 收盘收盘收盘收盘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NYMENYMENYMENYMEXXXX原油原油原油原油 82.69 -0.39%

COMECOMECOMECOMEXXXX黄金黄金黄金黄金 1380.4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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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面分析盘面分析盘面分析盘面分析

沪深两市跳空高开后高位盘整，煤炭、有色的支撑使得沪指小幅收高，受地产、银行回调的拖累，深

市弱于沪市，小幅收低；医药、酿酒食品、汽车等继续回调，核电设备有所走强，大多板块均出现不同程

度下跌，截止收盘，两市共成交约 4425 亿。

煤炭、有色等强势板块中个股涨幅大多超过 30%，地产经历强劲反弹后也出现回调迹象，个股分化显

著，前期持续走高个股出现大幅下跌，有形成顶部形态迹象，我们研判，市场短期面临调整风险，可考虑

降低仓位，中期趋势仍看好，机会属于二三线蓝筹。

※※※※财经信息财经信息财经信息财经信息

★★★★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查结果出炉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查结果出炉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查结果出炉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查结果出炉 两万亿元存风险两万亿元存风险两万亿元存风险两万亿元存风险

中证报 消息人士 12 日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全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查基本结束。结果显示，

截至 6 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 7.66 万亿元，其中发现有问题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2万余笔，涉

及贷款金额约 2万亿元。上述人士指出，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隐患主要集中于地方财政的代偿性风险。

该人士透露，依据清查结果，第一类能够依靠项目现金流偿还本息的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占全部贷款余

额的 24%；第二类是第一还款来源不足，必须依靠第二还款来源覆盖本息的贷款，有 4万亿元左右，占比

约 50%；第三类贷款项目借款主体不合规，财政担保不合规，或本期偿还有严重风险，例如贷款挪用和贷

款做资本金，占比约 26%。

对于第三类问题平台贷款，有专家称，去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及其债务迅速增加，部分地方政府投

融资平台资本金很少，但杠杆率很高，大部分资金使用在自偿能力比较低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项目

上，给地方留下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造成财政结构性风险。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地方融资平台余额 7.66万亿元，较今年初增长 0.08%，但总体占比有所压缩。国

有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取得一定成效，平台贷款余额较年初有所下降，但其他银行则较年初继续呈

上升趋势。

上述人士透露，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国有银行仍是平台公司的贷款投放主力，政策性银行贷款约占平台

贷款整体的 30%，大型国有银行约占 4成左右，而中小商业银行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平台

贷款合计约占 26%。

他指出，现在监管机构要求银行对贷款质量依据风险状况重新准确分类，相应提足拨备，严肃认真地

做好坏账核销工作，做到账销、案存、权在。对于还款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的公益性项目，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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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将不得再继续通过平台贷款。

某银行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商业银行已经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潜在风险

和预期损失，单独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多家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拨备覆盖率在 200%以上。

点评：点评：点评：点评：

坏账问题一直有，自改革后仍然有，只是监管更加审慎了。但是利率市场化的冲击可能是中期的。

★★★★ 发改委专家：中国须忍受更高物价上涨率发改委专家：中国须忍受更高物价上涨率发改委专家：中国须忍受更高物价上涨率发改委专家：中国须忍受更高物价上涨率

据中新社电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13 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须忍受更

高的物价上涨率。现在加息，不仅难以控制通胀，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社科院近日建议，政府对价格控制的目标不宜定得太低，可考虑上调至 4%左右。

社科院认为，这样一方面能为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创造宽松环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消

化过剩流动性，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改善收入分配关系。

中国政府此前将 2010 年全年 CPI 的控制目标定为 3%左右。王建认为，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主要还是

依靠信贷和政府投资的拉动。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依然不足的情况下，控制通胀不应优先于经济增长。

王建指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和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是中国当前所面临

的主要通胀压力。二者共同从成本端推高价格。在这种局面下，加息不仅难以遏制通胀，还会让面临成本

上升压力的企业雪上加霜。

不过，自今年 2月中国进入负利率状态以来，加息的声音从未停息。

如果粗略地把一年期存款利率与月度 CPI同比涨幅之差作为实际利率的衡量，中国目前已经连续 7个

月出现负利率。而市场预测，9月份的 CPI可能居高不下。

王建指出，世界经济很可能会在 2011 年继续探底。美联储在美国经济还保持复苏时，就开始考虑量

化宽松，正是基于这方面担忧。因此，中国当前也应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同时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王建表示，虽然翘尾因素正在消失，但粮食价格等新涨价因素或让内地 CPI 在 11月份触及 5%。不过

全年来看，CPI应能控制在 3.5%左右。

点评：点评：点评：点评：

官方终于承认了这一事实，接下就是我们该如何接受并使得自己过的更好呢？！

★★★★ 近九成银行家担忧信贷收紧成房地产主要压力近九成银行家担忧信贷收紧成房地产主要压力近九成银行家担忧信贷收紧成房地产主要压力近九成银行家担忧信贷收紧成房地产主要压力

10 月 14 日，中国银行业协会与普华永道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0》(下称《报告》)，



第 4页

报告显示，近九成中国银行家担忧信贷政策收紧成为房地产的主要压力。

《报告》显示，88%的银行家认为，2010 年房地产业风险最主要在于信贷政策收紧给房地产行业的资

金链带来的压力，一旦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链条断裂，对上端的土地储备贷款、下延的住房按揭贷款都会

产生影响。同时，71%的银行家认为未来可能出现不良贷款额集中上升的情形，但这一现象出现在未来三

年内的可能性并不大总体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上。

《报告》显示，72%的银行家最关注“楼市大幅调整风险”，但同时也表示房贷不会出现较大危险，不

良贷款率在未来 3年内仍将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对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许多银行家都认为在调控

政策的压力之下，房地产市场短期内会出现一定幅度的调整，但是长期来看，房地产市场会保持增长趋势。

点评：点评：点评：点评：

只要市场够火爆，钱总不是问题，重要的在于供求和预期的博弈。

※※※※操作策略操作策略操作策略操作策略

煤炭、有色等强势板块中个股涨幅大多超过 30%，地产经历强劲反弹后也出现回调迹象，个股分化显

著，前期持续走高个股出现大幅下跌，有形成顶部形态迹象，我们研判，市场短期面临调整风险，可考虑

降低仓位，中期趋势仍看好，机会属于二三线蓝筹。

※※※※今日新股上市及操作策略今日新股上市及操作策略今日新股上市及操作策略今日新股上市及操作策略

今日上市新股：希努尔、嘉麟杰、大金重工拟在深圳交易所上市。

希努尔（002485），发行价：26.60 元，发行量：5000 万股，属服装业，我们预计 2009～2011 年的

每股收益分别为：0.56 元、0.65 元、0.74元，建议低于 27 元买入，27～28 元增持，28～29 元观望，29～

30 元减持，30 元以上卖出。

嘉麟杰（002486），发行价：10.90 元，发行量：5200 万股，属纺织业，我们预计 2009～2011 年的

每股收益分别为：0.20 元、0.26 元、0.33元，建议低于 11 元买入，12～13 元增持，13～14 元观望，14～

15 减持，15 元以上卖出。

大金重工（002487），发行价：38.60 元，发行量：3000 万股，属机械设备制造业，我们预计 2009～

2011 年的每股收益分别为：0.79 元、0.93 元、1.12 元，建议低于 39 元买入，39～42 元增持，42～46

元观望，46～49元减持，49 元以上卖出。

※※※※公告提示公告提示公告提示公告提示

〖沪市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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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晟有色、长春燃气、豫光金铅、杭齿前进停牌一小时。

国金证券、长春一东、中体产业、江苏吴中、红豆股份、欣网视讯、小商品城、腾达建设、鲁信高新、

上海电气停牌一天。

香江控股停牌起始日 2010年 10月 15 日。

〖深市停牌〗

中色股份、中核科技、云铝股份、沃尔核材、辰州矿业、招商信用、兴业趋势停牌一小时。

深深房 A、深深房 B、合肥百货、*ST 张股、渝三峡 A、粤宏远 A、金马集团、天山股份、新中基、江

苏三友、东港股份、康强电子、国创高新、爱施德、中超电缆停牌一天。

江苏宏宝取消特停。

〖发行融资〗

曙光股份 10 月 1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0 年第 175 次工作会议审核了公

司公开向原有股东配售 A股股票事宜。根据审核结果，公司公开向原有股东配售 A股股票获得有条件通过。

金山股份 公司于 10 月 13 日发行了 2010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该募集资金已到达公司指定账户。

福耀玻璃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备案，10月 13 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 8亿元，期限 365 天，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利率为 3.44%，起息日

为 10 月 14 日，兑付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三安光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南京银行 10 月 1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0 年第 174 次工作会议审核了公

司 A股配股申请。根据审核结果，公司 A股配股申请获得通过。

深振业 A 董事会通过关于终止 200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定于 11 月 2 日召开 2010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燕京啤酒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本次发行 113,000 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100 元，共 1,130

万张，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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