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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大智慧新一代（Level-2）

昨日主力增减仓板块及个股

昨日主力增仓前15名 昨日主力减仓前15名

板块 增仓比 增仓金额(亿) 资金流入主要个股

电力 0 . 04% 1 . 215 国电电力、华能国际、华电国际

计算机 0 . 02% 0 . 347 同方股份、中青宝、新大陆

交通工具 -0 . 00% 0 . 106 上海汽车、海特高新、中航黑豹

仪电仪表 -0 . 01% 0 . 054 旭光股份、国电清新、金智科技

板块 减仓比 减仓金额(亿) 资金流出主要个股

有色金属 -0 . 07% -4 . 579 紫金矿业、铜陵有色、山东黄金
煤炭石油 -0 . 01% -2 . 859 潞安环能、阳泉煤业、中国神华
化工化纤 -0 . 05% -2 . 763 神马股份、烟台万华、盐湖股份
银行类 -0 . 01% -2 . 688 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
机械 -0 . 04% -2 . 135 柳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

代码 名称
流通股

（万股）
净买量占

比

002502 骅威股份 4868 2 . 522%

600353 旭光股份 22648 2 . 085%

300241 瑞丰光电 2700 1 . 233%

002148 北纬通信 7993 1 . 176%

002634 棒杰股份 1340 1 . 105%

000011 深物业A 14492 1 . 098%

002573 国电清新 7600 1 . 054%

600273 华芳纺织 31500 0 . 895%

002641 永高股份 4000 0 . 795%

300052 中青宝 7076 0 . 658%

002532 新界泵业 4000 0 . 617%

000537 广宇发展 51271 0 . 518%

300172 中电环保 2500 0 . 513%

002599 盛通股份 3300 0 . 5%

002078 太阳纸业 32642 0 . 497%

代码 名称
流通股

（万股）
净卖量
占比

601555 东吴证券 27500 2 . 486%

002379 鲁丰股份 5900 1 . 878%

300071 华谊嘉信 2600 1 . 365%

600731 湖南海利 25554 1 . 292%

002347 泰尔重工 3238 1 . 103%

300272 开能环保 2200 1 . 07%

002615 哈尔斯 2280 1 . 014%

600810 神马股份 44228 0 . 96%

600077 百科集团 13122 0 . 756%

002197 证通电子 13734 0 . 712%

601928 凤凰传媒 27995 0 . 694%

600502 安徽水利 33462 0 . 676%

300199 翰宇药业 2500 0 . 645%

600146 大元股份 20000 0 . 631%

000517 荣安地产 15501 0 . 627%

农村干部是一个村(社
区)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为
农村干部提供更多保障，成
为目前社区管理的一个新课
题。在潍坊诸城，农村干部养
老保险的出现，推进了问题
的解决，将保险更好地融入
到社会管理中。

农村社区作为一种新型
农村基层组织,在诸城市已经
探索了4年之久。诸城市取消
自然村后成立了208个农村社
区,目前社区干部2000余人。

“这些农村干部如何养老？若
只是依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的55元，有点太少了。”诸城市
金融办副主任于振洋说。农村
干部经常工作在基层，容易发
生各种意外，这样也导致了农
村干部的流动性很强。鉴于这
些问题 ,中国人寿诸城支公
司特申报开办了国寿农村干
部养老年金保险。

目前，诸城市符合条件
的农村干部约为2000人。对
于愿意投保的干部,资金来源
分为“县(市)财政资金”、“乡
(镇)财政资金”、“村集体资金”
和“个人交费”四部分, 财政
补贴每年每人不低于1200元，

有条件的村可根据实际情况
用集体资金进行补贴。

记者了解到，凡参保干部
每人每年保费可选择1200元、
1800元、2400元等不同档次,男
性满60周岁,女性满55周岁后,
即可领取养老金,并至少能领
取10年。

“农村干部流动性比较大,
但我们实行的是在任才可以
享受补贴的政策。我们利用财
政资金进行引导，能够解除农
村干部养老的后顾之忧，发挥
村干部重要作用，也利于建立
多层次村干部养老保障体

系。”于振洋说。
目前，农村干部养老保险

的开展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
中，该险种的推行，有利于充
分调动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和自觉性，同时能吸引更多
的农村能人参加村干部职位
的竞争，优化了干部组织，促
进了社会管理和农村建设工
作的开展。

(财金记者 王丛丛)

农村干部养老保险解决“村官”后顾之忧

根据大智慧超赢资金流
向统计显示，大盘资金昨天
净流出25亿。个股资金流入
前五名分别是，同方股份、旭
光股份、国电电力、大秦铁
路、骅威股份，资金流出排名
前5的分别是，兴业银行、紫
金矿业、铜陵有色、吉林敖
东、东吴证券。

虽然个股杀跌也颇为惨
烈，但目前市场确实很难找
到做多理由。昨日，铜陵有色
及中国人寿盘中一度跌停，

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如果说
前期题材股不断的跳水是由
于获利颇丰的话，那这两只
基金重仓的指标股跌停充分
放映了机构的心态。

昨日量能的明显放大，
可能会引出更多的恐慌抛
盘，若真如此也容易杀出阶
段低点。操作上，建议依然以
观望为主，当然如若下周指
数直接扑向2100点则可考虑
捡些筹码，毕竟技术上超跌
明显。

再杀跌可适当吸筹
技术上有修正要求

资 金

透 析

本报讯 (记者 周爱
宝) 12月13日，齐鲁证券
烟台分公司顺利开业，烟台
市市长王良、常务副市长赵
强与齐鲁证券董事长李玮
出席开业庆典，并就加强双
方战略合作等事宜进行洽
谈。烟台分公司是继济宁之
后，齐鲁证券在山东辖区开
设的第二家分公司，首批其
他三家分公司也将于近期
陆续开业。

设立分公司是齐鲁证
券适应市场变化、行业发展
和自身管理规模不断扩大的
新情况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据悉，分公司的定位旨在完
善服务网络，加大对机构客
户的服务力度，进一步整合

在区域经济的投行、固定收
益、新三板等各类业务资源。

作为集证券、期货、基
金和直投为一体的全国大
型券商，齐鲁证券在资本市
场具有重要影响力。近年
来，齐鲁证券积极拓展营业
网络，证券营业部不断增
加，管理规模日益扩大，在
全国证券营业部家数达155
家，其中在山东省内有9 5
家，形成了覆盖山东、辐射
全国的经营网络。为提高管
理效能、整合经纪业务区域
资源优势，做好当地政府和
企业的投资顾问，更好地服
务广大投资者，齐鲁证券向
证监会申请设立烟台、潍
坊、威海、济宁、东营等五家

分公司。今年9月份，证监会
核准了上述申请。

首批五家分公司集中
在山东辖区，体现了齐鲁证
券服务山东资本市场的经
营指导思想。目前济宁、烟
台两家公司已开业，其他3
家正在紧张筹建中，也将于
近期陆续开业。分公司的设
立有助于发挥区域优势，有
助于为地方经济社会和资
本市场发展提供更优质的
金融服务，在推动地方产业
结构调整升级，促进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齐鲁证券也将因分
公司的设立而为广大投资
者提供更优质、便捷、先进
的金融服务。

发挥区域网络优势 助推地方产业升级

齐鲁证券五家分公司陆续开业

A股市场周四连续第六
个交易日下挫，上证指数失
守2200点关口，再创33个月
以来新低2179 . 47点，收报
2180 . 9点，跌2 . 14%。两市成
交923 . 5亿元，较周三放大逾
两成。两市仅动漫、地产等少
数行业逆势飘红，受到大宗
商品暴跌打击，煤炭、能源、
有色金属、金融等板块跌幅
居前。

虽然有监管层鼓励长期
资金入市、汇丰12月PMI初
值比上月好转等正面消息提
振，但A股依旧对利好消息保
持冷漠，在全球股市纷纷大
跌的背景下两市股指市场弱
势依旧，沪指2200点瞬间失
守，留下8个点的跳空缺口，
这是本轮调整的第三个缺
口。

盘面观察，沪指2300点
失守后的四个交易日里空方
更加的肆无忌惮。前期较为
抗跌的权重类板块今日分道
扬镳，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暴挫的背景下A股黄金、有

色、煤炭等资源类品种成为
昨日领跌力量。

虽然新华保险今日上
市，保险板块却以集体下跌
迎接新成员，中国人寿盘中
触及跌停；而地产、银行两大
权重板块走势明显强于大
盘。此外，中小盘个股经过连
续的杀跌后有所企稳，体现
出在连续杀跌且成交量不济
的情况下中小盘个股较好的
弹性，尤其是创业板指数抗
跌特征更为明显。

昨日汇丰公布的中国12
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PMI)预览值为49 . 0，虽
然仍在荣枯分水岭线5 0下
方，但较前值47 . 7(终值)的
32个月低位明显回升，显示
中国制造业活动仍在收缩，
但程度较上月好转。此外，管
理层也开始关注股市，证监
会开始研究加大鼓励长期资
金入市政策，这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投资者近期持续的
忧虑情绪。

技术上，沪指自“11 . 16”

下跌以来，期间未见明显的
反弹，且在这一路下跌过程
中留下了“ 2 4 4 8 - 2 4 5 9”、

“2285-2290”、“2216-2224”
三个跳空缺口，如果“2448-
2459”是突破缺口，“2285-
2 2 9 0 ”为 持 续 缺 口 ，那 么

“2216-2224”缺口如何定性
就十分关键，如果该缺口未
能在2～5天内回补，则该缺
口认为持续性缺口，那么市
场或将继续向下，但相反如
果完成回补，则阶段性企稳
反弹将值得期待。(中证投资)

系列报道之⑨

12月15日上证综指
开盘2215 . 79 最高2216 . 91
最低2179 . 47 收盘2180 . 90
下跌47 . 63点 成交486 . 33亿

沪股(600000-600050)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简 评

600000 浦发银行 8.49 -1.28 调整仍将延续
600004 白云机场 6.40 -1.54 下跌趋势明显,观望
600005 武钢股份 2.94 -2.33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006 东风汽车 3.09 -3.13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007 中国国贸 9.15 -0.65 继续不看好
600008 首创股份 4.76 -4.80 回调空间较大
600009 上海机场 11.97 -2.29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010 包钢股份 3.79 -4.53 调整趋势明显
600011 华能国际 5.03 4.79 强势上行为主
600012 皖通高速 4.37 -2.02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015 华夏银行 10.74 -0.74 下跌趋势明显,观望
600016 民生银行 5.82 -1.52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017 日照港 2.71 -4.24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018 上港集团 2.73 -2.85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019 宝钢股份 4.66 -1.89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020 中原高速 2.61 -2.97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021 上海电力 4.55 3.64 有风险,应谨慎
600022 济南钢铁 3.30 -4.35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026 中海发展 6.12 -4.38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027 华电国际 3.10 5.44 多方强大,可继续看好
600028 中国石化 0.0 0.0 0.0 停牌
600029 南方航空 4.57 -3.99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030 中信证券 10.20 -2.95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031 三一重工 11.49 -4.81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033 福建高速 2.40 -2.04 下跌趋势明显,观望
600035 楚天高速 3.42 -2.01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036 招商银行 11.41 -2.31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037 歌华有线 8.52 -2.74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038 哈飞股份 18.60 -4.12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039 四川路桥 6.61 -2.22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048 保利地产 9.48 1.07 继续不看好
600050 中国联通 4.85 -4.53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扎下转A板块版面中缝
个股数据资料来源于

山东神光启明星Level-2

昨天，新华保险(01336)H

股先于A股正式于港交所挂
牌交易，早盘比招股价28 . 5

港元低开8 . 77%至26港元后，
一度反弹回稳，但午后重现
弱势，受压下探新低至25 . 65

港元，比招股价跌一成；全天
最终以次低点的25 . 7港元收
盘，跌9 . 82%，成交6452万股。

新华保险早前申请一手
100股的中签比率为100%，最

终定价接近发行指导区间
28 . 20港元-34 . 33港元的低
端。针对行业前景，永丰金融
认为，目前中国人寿保险市
场面临增长瓶颈，未来期待
市场取得30%-40%的增长率
是不现实的。新华保险管理
层预计2011年市场的增长率
将为10%，未来增长率将与中
国经济增速一致。 (中财)

上市跌近一成

新华保险H股首日破发

主流研究机构2012年A
股投资策略报告基本发布完
毕。尽管四季度A股表现低
于预期，但研究机构仍然整
体看多2012年的市场，预测
上证综指波动区间基本在
2200点-3000点。行业配置
上，机构多偏向于服务业，集
中看好节能环保、传媒、医
药、电力设备等板块。

与往年类似，券商在
2012年的大势判断上再度趋
于一致。记者搜集了十余份

2012年A股投资策略报告发
现，绝大多数券商看多明年
市场，预测上证综指波动区
间基本在2200点-3000点，
高低点上略有差异。以当前
指数点位估算，上证综指明
年最大涨幅将达35%，最大
振幅36%。

如此看来，2012年A股
或将迎来一轮小牛市。券商
普遍认为，相比今年更为宽松
的货币环境，是大级别反弹行
情出现的必要条件。 (中财)

券商整体看多明年A股

行业配置主推服务业

新华人寿周四香港上市
破发，周五A股存在悬念，该股
能否成为市场炒作风向值得
关注。从扩容角度看，下周5只
新股发行，时间集中在周一、
周二，从下周二起，新股发行
出现短暂空档，行情能否企稳
值得观察。总体上看，最近新
股发行还是很密集，最新发行
计划已经排到26日，元旦前后

是否还有新股也需要再看，如
果新股数量减少，市场或许有
喘息机会。

大盘加速下跌，部分空仓
者已经按捺不住抄底的冲动，
而持股者则出现异常恐慌，市
场心理反差开始加大。无论是
空仓还是持股者，等待信号明
确后再行动是务实选择。 (山
东神光金融研究所 刘海杰)

新股发行仍很密集
新华保险成A股风向标

同期大盘涨幅:沪综指-11 . 64%,深成指:-15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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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擂台台赛赛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三人行 43217元 8020元 5 . 12万 5 . 14万 -0 . 39% 1
操作 9 . 97元买入好当家2400股。

持仓
代码 简称 数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收盘价

002597 金禾实业 700股 12月12日 29 . 12元 28 . 79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李苹 26092 50555 7 . 66 8 . 58万 -10 . 70% 2

持股不动
赛前买入4100股（000505）ST珠江，昨收3 . 02元；赛前买入3000股

（002133）广宇集团，昨收4 . 57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宁静 69340元 3472元 7 . 28万 8 . 39万 -13 . 23% 3

持股不动

赛前买入2000股（600030）中信证券，昨收10 . 20元；赛前买入2000股

（601169）北京银行，昨收9 . 38元；赛前买入2000股（601600）中国铝业，昨

收6 . 78元；赛前买入2000股（601898）中煤能源，昨收8 . 31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大雁 98598元 139元 9 . 87万 11 . 40万 -13 . 42% 4

持股不动

赛前买入以下各股：200股（002353）杰瑞股份，昨收69 . 15元;

400股（002399）海普瑞，昨收26 . 77元; 400股（002422）科伦药业，昨

收 4 4 . 8 1元 ; 6 0 0股（ 0 0 2 4 4 7）壹桥苗业，昨收 3 2 . 0 2元； 3 6 0股

（002513）蓝丰生化，昨收18 . 26元; 500股（002518）科士达，昨收

21 . 70元; 750股（002520）日发数码，昨收26 . 00元。

其他选手战况：第5名涨停板-14 . 04%；第6名夏天-18 . 20%；第7名说到做到-

19 . 08%；第8名满仓红-20 . 65%；第9名专一-21 . 03%；第10名技术派-21 . 30%；第11名半闲

散人-22 . 17%；第12名阳光-22 . 90%；第13名音乐-24 . 11%；第14名中国股民-26 . 40%。

一一语语中中的的

今日交易提示：⊙ST筑信简称变更

为ST海建 ⊙深圳机场78649万股股改

限售股上市 ⊙华孚色纺8510万股定增

机构配售股上市 ⊙天舟文化776万股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上市 ⊙巴安水务

330万股、隆华传热400万股、佳创视讯

500万股、通光线缆690万股，以上首发

机构配售股上市

增持减持：⊙兴业证券股东交大昂

立近期累计减持260万股，减持后仍持

有总股本的2 . 95% ⊙北京旅游股东华

力控股12月13日至14日增持97 . 84万

股，占总股本的0 . 52% ⊙海虹控股股

东中海恒实业12月13日至14日增持208

万股，占总股本的0 . 23% ⊙航天电子

股东航天时代增持16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 . 20% ⊙三安光电4股东增持

合计679200股。

股权变动：⊙浙江震元3313万元受

让2家医药子公司股权 ⊙锦富新材收

购新硕特光电100%股权 ⊙飞亚达A拟

5610万收购亨达锐100%股权 ⊙中科英

华1 . 7亿元将子公司世新泰德100%股权

转让

签约中标：⊙隧道股份联合体中标

一9 .06亿元地铁项目 ⊙中兵光电拟增

资1275万元扩产连接器子公司 ⊙中国

铁建子公司签订了合计约61亿元合同

⊙*ST华控子公司中标9670万元电能表

项目

其他公告：⊙金宇车城拟出资1080

万设两公司 ⊙冀东水泥收到3 . 3亿增

值税退税 ⊙上海钢联获得576万元扶

持资金 ⊙多伦股份1 . 8亿涉足煤化工

⊙海南海药2011年净利预增416%至

485% ⊙广聚能源子公司获谷和能源

增资2 . 6亿 ⊙珠江啤酒子公司3322万

政府补助获确认 ⊙日海通讯子公司拟

800万元增资新疆卓远 ⊙霞客环保收

到技改项目国家补助540万元

沪指日K线

沪指分时图

格机构前瞻
今日上市新股概况

今日发行新股申购指南
名称 申购代码 发行价 发行量/股 申购限额 发行市盈 资金解冻

卫星石化 002648 40元 5000万 4万股 26 . 14倍 12月21日

代码 简称 主营业务 发行价 发行量 申购限额 发行市盈率 机构定位（元）

华昌达 300278 工业机械 16 . 56元 2170万 1 . 7万股 46倍 15 . 60元-20 . 28元

新华保险 601336 人寿保险 23 . 25元 1 . 5854亿 12 . 6万股 42 . 29倍 23 . 00元-40 . 00元

热股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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