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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指数 

指数名称 收盘价 涨跌% 

上证综指 2370.33 2.29% 
沪深 300 2576.67 2.74% 
深证成指 9957.62 2.69% 
中小板指 5564.24 1.63% 
创业板指 771.25 1.28% 
恒生指数 18771.82 4.14% 

 

国际指数 

品种 价位 涨跌% 

道琼斯工业 11913.62 0.89% 
纳斯达克 2699.44 2.35% 
标普 500 1254.19 1.29% 
日经 225 8838 -0.07% 

金融时报 100 5548.06 1.08% 
 

国际期货 

品种 价位 涨跌% 

美元指数 76.18 0.20% 
原油 91.48 0.23% 
黄金 1645 -0.39% 
LME 铜 9681 1.16% 

 

国内期货 

品种 价位 涨跌% 

沪金 343.36 1.95% 
沪铝 16575 1.28% 
钢材 4027 2.03% 
沪铜 55520 5.99% 

 
 

 市场聚焦 

 周小川：结构性调整不能一蹴而就 

 财政部：适时扩大资源税改范围 不影响油气产品价格  

 逾八成省份猪肉价格下降 局部地区出现抛售  

 温州拟出台放贷人管理条例 打造民间资本集散中心  

 上海楼市引领全国降价潮 

 

 行业动态 

 纯电动车标准有望年底出台将向国际化靠拢  

 上周近六成化工品价格下跌  

 2011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下月初举行  

 地理信息产业大会 25 日召开  

 2013 年中国手机网民将超电脑网民  

 鸡苗价格出现暴跌 

 

 上市公司 

 *ST 武锅一诉讼案移送山东省高院审理  

 三维工程签订7.75 亿元工程合同  

 浙江国资委“摇头” 新嘉联股权转让意外流产  

 中国海诚中标光明乳业4.75 亿元大单  

 ST 汇通更名“渤海租赁” 明起恢复上市 

 

 策略观点 

 周一两市在连续下跌后出现较强的技术性反弹，早盘两市跳空

高开，权重股拉台下中小盘个股再度深跌，午后股指突然发力，

全部板块翻红，沪指站上 5 日均线收报光头中阳线，成交量有

所放大。盘面上，受政策面带动的传媒和券商股大涨5%，有效

提升市场人气；消息面上，发改委副主任判断了未来两月通胀

回落至5%，为股指反弹营造了较好的政策环境；另外，10 月汇

丰中国制造业PMI 初值为 51.1，站上荣枯分水岭线 50 上方，

为 5 个月来最高值，其中制造业产出指数、企业采购数量等细

项指标增速均呈现放大趋势，说明对经济增速回落的担忧暂时

得以缓解。从盘面运行观察，昨日盘中多只中小盘个股急跌后

收回，个股完成技术性洗盘，只要未来几个交易日成交量能有

效跟上，则反弹能够继续延续，投资者对于超跌个股可做短线

关注，对银行等率先企稳的品种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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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行业涨跌幅度 

涨跌幅 
行业指数 

1 日 5日 1月 
PE PB 

信息服务ٛ 3.5 -6.4 -5.3 35.4 2.9 

家用电器ٛ 2.7 -9.2 -9.8 14.6 2.5 

交运设备ٛ 2.6 -7.3 -8.3 15.7 2.4 

房地产ٛ 2.5 -6.9 -11.2 14.4 2.0 

有色金属ٛ 2.5 -10.3 -12.7 30.2 3.6 

交通运输ٛ 2.4 -5.3 -5.6 12.7 1.6 

金融服务ٛ 2.4 -2.4 0.6 8.3 1.6 

食品饮料ٛ 2.3 -3.4 -3.6 31.4 6.8 

采掘ٛ 2.2 -5.0 -3.9 13.4 2.1 

建筑建材ٛ 2.1 -7.6 -8.1 14.4 1.9 

化工ٛ 2.1 -6.8 -8.3 13.9 2.1 

纺织服装ٛ 2.0 -6.5 -8.9 22.3 2.8 

机械设备ٛ 1.9 -8.4 -9.6 21.9 2.9 

商业贸易ٛ 1.8 -6.9 -8.8 24.0 3.1 

黑色金属ٛ 1.8 -6.5 -7.7 16.0 1.1 

医药生物ٛ 1.7 -7.0 -8.7 30.1 3.9 

轻工制造ٛ 1.6 -7.2 -9.3 26.5 2.3 

公用事业ٛ 1.5 -5.2 -5.8 19.8 1.8 

餐饮旅游ٛ 1.5 -4.0 -7.6 39.2 3.6 

农林牧渔ٛ 1.3 -7.2 -11.2 34.6 3.6 

信息设备ٛ 1.3 -8.7 -11.0 30.6 3.1 

综合ٛ 1.2 -7.5 -12.2 27.7 3.1 

注：PE、PB 的计算采用最近的年报数据。 

资料来源：太平洋研究院分析系统，Wind 

 

【两部委：将继续推进资源税改革】财政部税政司、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行为税司有关负责人 10 月 24 日称，

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研究推进油、气以外的其他资

源品目资源税改革，条件成熟时将逐步扩大从价定率计征

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水平，以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

用。负责人称，国内成品油实行与国际原油价格有控制地

间接接轨，调整原油资源税税率不会影响成品油价格，不

存在价格传导，因此，不会增加炼油企业及消费者的负担。

此外，国内天然气实行政府指导价，目前，国产陆上天然

气出厂基准价格为每千立方米 1155 元，天然气资源税改

革后，仍执行这一基准价格，因此，不会对用气企业和最

终消费者使用的天然气价格造成影响。  
【国土部：二季度 5 起违法违规案件已查处】国土资

源部 10 月 24 日发布二季度挂牌督办案件处理情况通报

显示，河北省石家庄众诚白鹿泉休闲度假村有限公司违法

占地、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案，河南光辉伟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建别墅案等挂牌督办案

件已依法依规查处。  
【周一美国三大股指收盘集体上涨】周一美股收盘上

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104.83 点，报 11913.62
点，涨幅为 0.89%，连续第三天上涨；纳斯达克综合指

数上涨 61.98 点，报 2699.44 点，涨幅 2.35%；标准

普尔 500 指数上涨上涨 15.94 点，报 1254.19 点，涨

幅 1.29%。  
【周一沪深两市合计净流入资金 12.87 亿元】Wind

资讯统计显示，周一沪深两市合计净流入资金 12.87 亿

元。其中，996 家上市公司资金净流入，1209 家上市公

司资金净流出。从资金流向金额来看，特大单净买入

20.54 亿元，大单净卖出 7.67 亿元，中单净卖出 10.09
亿元，小单净卖出 2.78 亿元。 

【周一 A 股共有 9 只股票发生 13 笔大宗交易】Wind
资讯统计显示，周一 A 股共有 9 只股票发生 13 笔大宗交

易，总成交额为 1.87 亿元。其中，科伦药业有 1 笔大宗

交易，成交 8375.91 万元，成交金额最高；瑞普生物有

4 笔交易，共计成交 2764.41 万元，排名居次；康得新

有 1 笔大宗交易，成交 2728.57 万元，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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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提示             

 

上网发行: 

  梅安森  (300275)  申购代码:300275，申购简称:梅安森，发行数量1177 万股 

                    ，价格26 元，发行市盈率37.14 倍，申购上限11500 股 

  成都路桥(002628)  申购代码:002628，申购简称:成都路桥，发行数量3400 万 

                    股，价格 20元，发行市盈率28.57 倍，申购上限34000 股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 

  恒邦股份(00223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10070 万股上市流通 

 

A股派息日: 

  大唐发电(601991)  每 10 股派 0.7 元(含税)，扣税后0.63 元，股权登记日2011- 

                    10-18，除权除息日2011-10-19，派息日 2011-10-25,分红 

                    年度2010-12-31 

 

A 股股权登记日: 

  际华集团(601718)  每 10 股派 0.25 元(含税)，扣税后 0.225 元，股权登记日201 

                    1-10-25，除权除息日2011-10-26，派息日 2011-10-31,分 

                    红年度2011-06-30 

 

配股缴款: 

  东方钽业(000962)  每 10 股配 2.5 股，配股价 10.68 元，股权登记日2011-10-24 

                    ，配股缴款日2011-10-25 到 2011-10-31 

 

 

更多报告和咨询产品，详见研究院知识管理平台 

http://www.pacificinstitute.cn/lks/koa/lks_workplace.n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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