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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抑了许久之后!昨日两市终
于迎来扬眉吐气的一天"""两市股
指均大幅上涨超$%&'!让投资者喜笑
颜开!一扫开年以来的郁闷之气#

两市早盘虚晃一枪后开始发力
上涨! 沪指随后连续突破&$()$$"日
线!站上$$""点!凸显了近来少有的
强势!而上行中量能的放大!也让股
指反弹之路更为坚实一些% 尾盘!沪
指突破前期$$(*点压力位!全天收略
带下影线的大阳线! 一阳穿三线!奠
定了继续走强之基石% 沪市成交量较
上周五大幅放大约+,'%

盘面上!煤炭$银行早盘维稳军
心!而煤炭股此后的大飙升!让市场
多头获得极大鼓舞!有色$黄金股此
后大幅拉升!赶上了煤炭股大部队的
队伍% 而金融$地产股亦不甘落后!稳
步上行!推升股指% 题材股一扫上周
晦气!重新站起!奋力前行!让市场赚

钱效应大幅扩散%

截止收盘! 沪指报$$$&点! 涨-$

点!涨幅$%,.'!成交-#/亿元&深成指
报,.+-点!涨0//点!涨幅0%-/'!成交
&0+亿元%

盘面上!两市板块全线飘红!其中
煤炭$有色$水泥$物联网$化工$机械
等板块涨幅居前%

分析认为!周一两市的大涨!与周
末三大利好消息使投资者信心得到修
复有关' 一是管理层对股市表现明显
关切!为市场注入强心剂&二是/$月新
增贷款规模超出预期! 激发了市场对
未来资金面的良好预期& 三是央行决
定春节前暂停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对
市场影响也较为正面%

分析人士认为! 鉴于当前量能和
力度比较强! 且站上&周线及$)日线!

因此短线整固后有望继续上攻! 目标
是&月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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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我们跟踪的海参$鲍鱼
等终端需求依然坚挺! 随着海珍品消
费群体的扩大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提
升! 我国海产品需求将会呈现持续的
抗周期增长态势! 水产品已经具备了
非常好的防御价值% 随着上周种业股
集体调整和估值水平回归! 我们倾向
于种业股的下半场行情条件已经趋向
成熟%

根据近期调研! 重点农业公司经

营正常$盈利增长确定性高!目前重点
农业公司估值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本周我们对农业股并不悲观!看
好三类确定性机会'1/2量增价稳的水
产四驾马车(獐子岛$东方海洋$好当
家$壹桥苗业)&3$2受益政策红利的隆
平$登海$敦煌&302弱周期的饲料股大
北农$海大$唐人神$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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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日晚间发布的招股书显
示!拟在4股发行-./)%&*万股!发行
后总股本为$%*-亿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 人民网567将于$)($年(月
(0日上会!并于上交所挂牌上市% 中
信证券是人民网此次567的保荐人%

招股书披露显示!本次人民网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为&%$*亿
元!其中$%,,亿元用于移动互联网增

值业务!(%+-亿元用于技术平台改造
升级项目!.$+0%0万元用于采编平台
扩充升级项目%

人民网截止$)((年中总资产*%(

亿元!净资产&%*+亿元%$)((年上半年
实现营收$%(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0$$+%.+万元!而$)()年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万元%

$)()年!人民网晚互联网广告业
务实现收入(%-,亿元! 占营业收入比
例为&)%*.8%#)//年/9-月!互联网广
告业务实现收入/%0)亿元! 占营业收
入比例为-/%-*'%

人民网目前有/&家股东!分别是
人民日报社持股/%0-亿股! 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环球时报持股$+-&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京华

时报$汽车报社$中国出版$中影集
团$东方传媒持股)%&.'&中银投资持
股比例占$%.'&中国移动$英大传媒$

北广传媒持股占$%/*'& 中国联通持
股/%+&&中国电信持股)%*$'&中国石
化持股)%*$'& 中信证券直投公司金
石投资持股)%*&'& 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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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市不断扩容$主动投资难度日
益加大的背景下!采用被动化管理的指
数基金受到了包括巴菲特在内的众多
投资者青睐% 工银瑞信睿智中证!""指
数分级基金拟任基金经理何江表示!指
数基金的投资法则就是减小跟踪误差!

在投资过程中做个(纯粹的追随者)%

在不少投资者看来! 指数基金属

于被动投资!按照指数构成标准进行
资产配置!简单跟踪指数的操作行为
与基金公司管理能力无关!只要是跟
踪的指数表现较好基金表现就好%

对此!何江表示!指数投资看似
简单! 却最能考验基金经理基本功!

即使跟踪相同指数的指基!跟踪误差
也明显差距较大%指数基金的基本目

的是避免人为主动选股的失误!通过
量化管理和投资纪律相结合对市场
优秀成份股进行跟踪!获取不低于市
场平均水平的业绩% 从这个角度而
言!指数基金管理是否成功!不看阶
段业绩排名!而是要考察基金经理跟
踪指数的误差%

在具备完善指数化产品管理系

统的基础上!工银瑞信旗下指数基金
产品整体跟踪误差较小!业绩位居同
类产品前列% 数据显示!#"$$年度工
银瑞信沪深%&&$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
'()和工银瑞信深证红利'()联接基
金的年化跟踪误差分别为 %%*+,$

!"*+,和-%*+,!跟踪误差最小化排名
均进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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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意味着行情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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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位在哪* 后市走势* 我.

元多买进!能否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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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获悉!重庆啤酒+-))/0#,/

月.日披露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
炎疫苗)研究进度%

主要疗效指标方面! 意向性治
疗人群的安慰剂组与-));组! 及安
慰剂组与 64 9++.));组 之 间 !

<!=4;>抗<!=血清转换在统计意义
上均无差异& 符合方案人群的安慰
剂组与 649++-"";组! 及安慰剂组
与649++."";组之间!<!=4;>抗<!=

血清转换在统计意义上均无差异%

重庆啤酒("日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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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的消息说! 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
型基金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将于
春节后正式发行% 据了解!这只基金
的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至0!.!其中符合轻资产投资理念的
股票合计投资比例不低于股票资产
的-".%

所谓-轻资产经营)!是指不过多
依赖固定资产或有形资产投资来实
现业务扩张的商业模式% -轻资产公
司) 通常指经营所占用资本较少$所
依赖固定资产资本较少的一类公司%

兴业全球基金专家分析认为!

在固定资产等投入资本给定的情况
下!公司经营所获回报越高!则轻资
产对回报的贡献越大% 优秀的-轻资
产公司)通常具有稀缺$不易复制$

较难替代的特性% 人们耳熟能详的
苹果公司$沃尔玛$阿里巴巴$张裕
等!都是轻资产的典范%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十二五)

规划的进一步推进! 具备较少固定
资产$ 致力于品牌建设等轻资产经
营模式特征的金融$服务$科技$传
媒$文化娱乐等产业!有望衍生出更
多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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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截至$"((

年($月0"日! 纳入统计的-&只一级
普通债券型基金$"((年全年平均业
绩为9$%,08! 而广发增强债券以
-%$8的净值增长率不仅问鼎债基第
一名! 同时登上$"((年基金业绩排
行榜总冠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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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跑赢
大盘$$"((年?65涨幅及银行定期存
款率%�$ì+�&三项主流指数% 业
内人士分析! 广发增强债券在$"((

年环境恶劣的三季度跌幅仅(%"*8!

成为同行中抗跌系数最高的债基品
种!能取得正收益更属不易%

资料显示! 广发强债早在$"((

年二季度便已提前察觉债券市场中
存在的隐患! 并在危机爆发之前通
过仓位调整将可能的损失降到最
低% 此外!$"((年.月!广发增强债券
便敏感捕捉到资本市场细微的变
化! 并在债市后续一轮大涨前积极
部署提前入市% 受债市反弹行情推
动!广发增强债券从三季度的-抗跌
王)一举跃为市场的-领涨王)!奠定
了其年度收益冠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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