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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涨0 . 61%逼近5年新高，银行拉升指数，两市近300只股票跌停

11//44本本地地股股昨昨天天跌跌幅幅超超99%%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李

丹) 22日，在银行、煤炭、电力
等板块的拉升下，沪指涨0 . 61%

逼近5年新高。大盘虽然红了，
但是大部分个股却是以绿盘报
收。大部分烟台本地股也出现
了大跌，更是有7只股票跌幅超
过9%。业内人士建议，在大盘股
拉指数的前提下，投资者应暂
时规避中小板股票，目前很多
题材股处于价值回归阶段。

沪深两市22日开盘涨跌不
一，开盘后，银行、保险高开上
行，特别是银行股急速走高，推
动指数上行，但券商股急速跳
水，指数保持震荡。午后沪指快
速下挫，而后随着券商股拉升
而触底回升，金融股再度强势
上行，而题材股呈现整体暴跌
局面，两市近300只个股跌停。截
至当日收盘，沪指报3127 . 45点；
深成指报 1 0 6 0 8 . 5 1点，跌幅
0 . 18%；创业板指报1517 . 93点，跌
幅4 . 94%。

而在这276只跌停的非ST股
中，就有4只烟台本地股的身影。

烟台股22日表现得很“环保”，28

只本地股，除了停牌的烟台冰轮
等4只股票外，有20只股票出现
了下跌。其中，14只跌幅超过5%，
在这14只跌幅超过5%的股票中
有一半跌幅超过9%。而兴民钢
圈、正海磁材、渤海轮渡和隆基
机械更是以跌停板报收。

多位烟台的业内人士表
示，烟台股这种大面积收绿的
表现也算正常，毕竟全国的股
票22日都很“环保”。而且当日
主要是大盘蓝筹股出现了上
涨，所以，很多中小盘股和题材
股都出现了大幅调整。烟台本
地股中中小盘股比较多，大盘
蓝筹股很少，没有紧跟大盘热
点的股票，所以就出现了绿油
油一片的景象。

有分析人士称，从目前的
大盘走势来看，或许还是大盘
股继续拉动指数上涨。而证监
会日前出手打击操纵股价，兴
民钢圈等18只被查的股票均暴
跌，严重打压了题材股，这就引
导题材股出现价值回归。这就

意味着投资者可继续关注指数
股，暂时规避中小板的股票。

不过，市场上有很多研报
和观点提示了投资者还该注意
变盘风险。光大证券日前发布
研报称股市已近强弩之末。有

分析认为，如果蓝筹股强行拉
盘动能减弱，很可能会引发一
轮调整行情。中证王威也表示，
近期市场波动明显加大，盘中
急跳水屡见不鲜，警惕盘中大
幅震荡风险。

上周五证监会曾点名18只股
票涉嫌被机构和个人操纵股价，并
进行立案调查。本地股兴民钢圈
(002355)在周一开盘跌停。22日这18

只股票除了4只停牌，包括兴民钢
圈在内的13只股票均跌停，湖南发
展在收盘时跌8 . 4%。

当天，东江环保、新海股份、华
南发展、宝泰隆等发布相关澄清公
告，公告称“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
会的任何通知，且公司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操纵或配合操纵公司股
票的行为，或因涉嫌操纵公司股票
交易而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兴民钢圈等其他股尚没有澄
清公告刊登。

本报记者 李娜

兴民钢圈跌停

仍无澄清公告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李
娜) 受原油短期反弹提振，化
工类和油脂类期货品种多在本
周一反弹。业内普遍认为，原油
属于技术性反弹，PP、棕榈油等
化工和油脂类期货品种短期会
有震荡，可以考虑逢高做空。

上周五原油期货再度大幅
上涨，布兰特原油近月合约收
涨2 . 11美元，或3 . 4%，报每桶
61 . 38美元。结算后升至62 . 55美
元。WT I近月合约结算上涨

2 . 41美元，报每桶56 . 52美元，盘
中高点为56 . 91美元。经过连续
大幅下挫，空头获利了结，加上
2015年1月合约到期，推升油价
大幅反弹。

22日，受周五国际原油大
幅反弹影响，塑料、PTA、PP等
化工期货品种以及棕榈油等均
出现跳空高开，并震荡上行。不
过在下午盘，表现出了乏力态
势，冲高回落。

鲁证期货分析师郑福强认

为，原油跌了这么久，需要有一
个反弹来调整一下，再继续下
行。只跌不调整的情况无法持
续。“笼统看，原油期货初步企
稳反弹。而塑料已经反弹了一
段时间，但是在反弹上力度并
没有很大，可以考虑逢高做空，
谨慎的可以再观察一下。”郑福
强说。

中州期货投资咨询部经理
崔广健介绍，自今年6月份原油
期货开始下跌以来，基本还没

有像样的反弹。“原油接下来可
能会有一定的技术性反弹，但
是不会太大，因为反弹空间有
限。由于消费遭遇经济放缓，外
加供应增加，所以趋势上不会
扭转下行的大势。”美国页岩气
和页岩油的储量极为丰富，这
个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来临。对
于下一步的操作，原油短期反
弹提振，相关联品种预计反弹
幅度不会太大。崔广键建议化
工类和油脂类可以逢高沽空。

原油期货上涨，周一化工、油脂类期货有所反弹

PPPP、、棕棕榈榈油油逢逢高高可可继继续续做做空空

12月19日，第十一届中国
企业公民高峰论坛暨中国最佳
企业公民评选盛典在京举行，
中国平安凭借长期以来有效将
企业的日常运营融入对股东、
客户、员工、社会四大利益相关
方的战略管理，连续十一年蝉
联“年度最佳企业公民”大奖。

在颁奖论坛上，平安集团
品牌总监盛瑞生作为演讲嘉宾
进行了以“拥抱互联网迎接新
常态”为主题的中国平安企业

社会责任分享。在消费、投资需
求转变以及生产要素变革的新
常态下，中国平安正积极拥抱
互联网技术，建立差异化竞争
优势，实施传统和非传统业务
协同并进的策略，为更好地促
进社会、环境、经济问题的解决
发挥作用。

从2008年起，中国平安就
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项
重要的公司战略，将各利益相
关方关注的重要议题进行充分
辨识和实质性分析，以履行对
股东、客户、员工和社会四大责
任的有机平衡为核心理念，追

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在股东
层面，以稳健的业绩表现、清晰
透明的公司治理、以及不断强
化的内控及风险管理为股东创
造稳定的回报；在客户层面，通
过互联网技术的深入运用，以
渠道创新、服务创新提升客户
体验，并深入分析现有社会民
生面临的挑战，大力发展普惠
金融业务；在员工层面，关注员
工全方位发展，完善专业化的
培训体系，创新移动化培训方
式适应互联网时代知识碎片
化、员工主动学习的特点；在社
会与环境层面，积极投身各类

灾难救援，充分发挥保险社会
稳定器功能，连续20年深耕环
境、教育公益，不断探索互联网
公益创新模式。

据悉，“企业公民大奖”由21

世纪报系主办，作为盘点企业公
民思想发展、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的年度盛事，自2003年开始，已连
续举办十一届。在全社会步入新
常态，谋求可持续发展背景下，
该论坛作为商业领袖、学术名流
和NGO组织首选参与的企业公
民高端对话平台，旨在探索企业
公民履责的新模式，引领中国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

拥拥抱抱互互联联网网，，迎迎接接新新常常态态
中国平安连续11年蝉联“年度最佳企业公民”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李丹)
23日，新澳股份(603889)会进行

网上申购。在春秋航空和宁波高发
把申购日期改为2015年1月12日
后，新澳股份应该是年底前最后一
只进行申购的新股。据悉，新澳股
份此次发行总数为2668万股，网上
发行1018万股，发行市盈率21 . 63

倍，参考行业市盈率33 . 42倍。申购
代码为732889，申购价格：17 . 95元，
单一账户申购上限10000股。顶格
申购需要17 . 95万元。

新澳股份主要从事毛条、毛
纱的生产、销售；纺织原料 (除白
厂丝 )和产品的批发、代购代销；
企业自产的毛纱、毛纺面料的出
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
件的进口。

新澳股份今申购

行情回顾：上周国际金价以
1222 . 18美元开盘，报收1195 . 42美
元，较上个交易周下跌26 . 76美
元，下跌2 . 20%，周K线收出一根
中阴线。全球上最大的ETF-
SPDR持仓量减持1 .2吨。

基本面：俄央行紧急加息
650个基点，卢布行情犹如过山
车。俄罗斯卢布在油价下跌和
西方制裁的重压之下“跌跌不
休”，本周上演过山车行情。油
价下跌、俄经济恐将步入衰退、
乌克兰冲突所引发的欧美制裁

措施等种种因素，造成俄罗斯
面临金融危机。俄央行紧急出
手救市，加息650个基点，却也
无济于事，卢布大幅翻升后又
急剧下挫。愈演愈烈的金融危
机，普京却没有给出解决办法。

美联储耶伦“鹰”语勾勒加
息轨道。在万众期待中，美联储
周三(12月17日)终于明确释出
了将在明年某个时间加息的强
烈信号，改变了将在“相当一段
长时间”(保持近零利率)的承
诺，展现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

如果美联储按惯例在2015年1

月、3月、4月举行货币政策会
议，那可能就意味着FOMC会
在2015年4月份开始加息，显然
早于大部分投资者的预期。

现货黄金上周大幅下跌，
第二个旗面走失败，均线进入
缠绕走势，短期之内陷入震荡
行情，虽不如上周走势那样明
朗，但是笔者依旧坚持上周分
析，本周1990-1250观点不变，
笔者预计经过一系列盘整后，
黄金仍将延续反弹。

操作建议：实物黄金：金
商近期对冲点放在1240-1250

美元附近，大量囤货可以慢慢
建仓。首饰消费者：可以按照
自己的需求，择机进行购买。
纸黄金：1-2成多单，可作为底
仓，长期持有。其余仓位波段
交易。黄金积存：黄金积存仍
旧执行每跌5元，加仓一次。不
跌，不买。黄金 (T+D) :本周采
取波动交易，以做多为主。

招金投资公司黄金分析师
刘宇翔

头条链接

财富情报站
传递资本市场有效信息

22日，大盘指数上涨，烟台本地股7只股票跌幅超9%。

指点迷“金”

圣圣诞诞交交易易料料清清淡淡，，关关注注黄黄金金反反弹弹情情况况

玉米淀粉

上市两日连跌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李娜)
12月19日，玉米淀粉期货在大连

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19日和
22日两个交易日，淀粉期货连跌两
日。对于未来投资，投资者可先观
察，不要盲目入场。

19日，玉米淀粉期货上市首日
推出5个合约，价格表现整体呈“近
弱远强”格局。22日，玉米淀粉期货
1505下跌2 . 42%，收于2737元/吨。其
他几个合约也都收跌。

由于玉米价格占玉米淀粉成
本的70%以上，所以投资者可以参
考玉米期货盘面来操作玉米淀粉
期 货 。2 2 日 ，玉 米 期 货 1 5 0 5 跌
1 . 13%。由于本周市场传出玉米临
储征求意见稿的消息，临储价格维
持去年水平，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但目前东北库存较重，远期供应压
力仍在。

对于玉米淀粉期货操作建议，
有分析认为，玉米淀粉下游需求已
进入旺季尾声，成本下移，期价将
逐步反映后市现货价格下跌预期，
短期将维持弱势行情。1505合约有
旺季需求，后市有可能上涨，目前
最好先观察为主，投资者若要操作
可持偏空思路。


	J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