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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地位如何! 有没有投
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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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两市股指早盘双双高开"

随后维持横盘整理走势" 黄金#汽
车#水泥等大多数板块飘红"沪指一
度加速上攻突破)日线压制"但量能
不足之后股指震荡回落至午盘$午
后沪指在!")%点一线维持震荡盘整
走势"空方较为占优"两市沪强深弱
格局明显" 水泥和有色金属板块强
势成为护盘主力" 酿酒板块大幅下
跌拖累股指"两市成交量有所放大%

截止收盘"沪指报!"*(点"跌"

点"跌幅%+$),"成交&)!亿元$深成
指报'-*$点"跌$%*点"跌幅$+%),"

成交)'-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 相比外盘如日
经大涨!%%多点和港股大涨"%%多点
相比".股市场还需要积聚人气% 期
指连阴持续投机的打压" 是市场不
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无论多空双
方如何博弈" 市场运行的中期趋势
是明确的% 周二收阴不但不会改变
大盘启动的节奏" 反而会让后面的
上攻会更有爆发力" 这也可能是打
压资金的另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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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基本面正在逐步兑现我们
之前的判断"维持前期对短期#中长
期煤炭基本面的观点&

/$0 短期煤价风险已阶段性释
放完毕$ 1!0 机构对煤炭股的配置
仍处于较低水平" 从历史经验看煤
炭股仍有反弹空间$ 1"0 煤炭企业
大股东增持显示产业资本对煤炭.

股目前点位投资价值的认同$ 1*0

煤炭是优质蓝筹股" 管理层频繁表
态肯定蓝筹股的投资价值$ 1)0 煤
炭企业盈利水平维持高位增长" 行
业平均23#以及未分配利润处于市
场前列%

建议关注相关个股& 阳泉煤业#

国投新集#恒源煤电#兰花科创#煤气
化#平庄能源#永泰能源#盘江股份#

冀中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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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代码&%%!&&-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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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发行数量&""$%万股
发行价格&$$元
市盈率&$!+'*倍
个人申购上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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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债市平稳向好"债券型基
金净值也水涨船高%记者获悉"成立仅半
年的交银双利债券基金即将进行首次分
红" 该基金拟向其各级基金份额持有人
按每$%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元"权益
登记日#除息日为"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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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_:Â'主办的'!%$$年度中
国基金业明星基金奖(评选结果日前揭
晓"与其他多数评奖不同的是"该评选
更加看重基金公司能否为投资者提供
长期#稳健#持续的业绩回报"目的是为
投资者投资基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
届评选"共评选出$*个单项大奖"中海
分红增利混合基金凭借长期稳健的投
资业绩"荣获'三年持续回报积极混合
明星基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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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月!(日获悉"深交所副总经理陈鸿桥
表示" 目前创业板中按第二套较低标准保荐上
市的公司太少"第二套标准门槛很低"但几乎没

有保荐机构愿意保荐这样的企业" 未来深交所
将加大力度"推动'小而新#生面孔(的企业上
市"推进小微型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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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月(日深交所新股临停新规后" 深市新
股上市首日均会遭遇临停"但未现破发者"而昨
日上市两只新股"打破了这一规律"首航节能不
仅股价跌破发行价"且未触发临时停牌%

早盘竞价开盘后"首航节能破发报!-+--元"

跌&+*!," 开盘后该股有所回升此后再度走低"

截至收盘股价报!'+$'元" 跌幅)+*$," 换手率
*"+"$, $ 德联集团竞价开盘报 $(+$%元 "涨
%+)',"开盘后股价开始冲高"此后因换手率超
)%,停牌至尾盘集合竞价" 截至收盘" 股价报
$-+)%元"涨幅-+-!,"换手率)'+%$,%

'限炒令(出台后"截至"月!"日"沪深两家
交易所共有!%只新股挂牌上市%其中"除了在上
交所发行上市的中国交建以外"其他(只登陆中
小板和$!只登陆创业板的新股均在上市首日因
触及'限炒令(而被临时停牌"出现了几乎每股
必停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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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技术的迅猛发展" 为现代人的生
活带来了更多乐趣" 也为基金公司推出 '增值
服务( 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上投摩根基金近日携手搜狐" 推出 '基金
!"秒( 手机移动精品资讯服务% 这也是继 '基
金动漫( '基金#站( 上线$%%之后" 上投摩
根基金利用移动互联技术推出的又一项服务%

据了解"除日常资讯外"'基金!"秒(还可帮助
投资人洞察国内外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投资
专家的独家精彩点评%特别设置的金融内参#研报

解读# 每日财运及亲子时间# 热门城事等精彩内
容"则力图满足投资人多样的资讯需求%

数据显示" 目前已有数千人安装使用 '基
金!"秒( 资讯服务" 其省时# 便捷# 实用的特
性获得了使用者的认可%

事实上" 借助移动互联技术" 大多数基金
公司都推出了手机网站% 除了基金交易# 净值
查询等基本服务外" 各种贴心的理财和生活资
讯快速拉近了基金公司和持有人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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