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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涨停!业绩很好吗!券
商股能否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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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近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从(月!

日起调整部分消化系统类药品最高
零售限价#

此次药品价格调整共涉及()个品
种")$$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幅!'*#

其中高价药品平均降幅%%*" 预计每
年可减轻群众负担)$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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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总局%月%&日公布了
%$!%年%月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信
息#其中"永和黑豆浆因被检出转基因
成分+,-#$./01)"#2# 该产品产地台
湾"进口商为天津永和食品有限公司"

于天津口岸进境#目前已被退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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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总署)月%"日发布通
告"自%$!%年3月!(日起"执行重新修
订的%ÎÛÜÝÞ:ßàáâ=ãä

å&和%ÎÛÜÝÞ:ßàáâ=æ

çè´å&

#

完税价格表详细列出了各种商
品的税率$完税价格#比如"化妆品税
率在($*" 一瓶价值在!$$元以上的
洗面奶就要被征税"%$元一张的面膜
也得交税# !$$元以上的钱包"%$$元
以上的挎包"税率是!$*#

此外"%海淘&的热门产品奶粉"满
%$$元就要交税!$*#本次政策"还将电
子产品的!$*税率写入了完税价格表#

可以看出"海关此次调整"将商品
明细进一步细化" 征税范围几乎囊括
所有的商品" 显示出国家对于日益火
爆的%海淘&监管的决心#

$�3%

国内最大油气生产商中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日发布%$!!年业绩报告"营业额
首度超过%万亿"净利润达!)%&453亿"稳居
国内三大石油公司榜首"但同比下滑34&*#

报告显示"去年中石油营业额首度
超过了%万亿"同比增长了)"4'*#

中石油表示营业额大增而利润下
滑的重要原因在于受国内成品油价格
宏观调控$进口天然气进销价格倒挂以
及税费增幅较大等因素影响#

去年国际油价整体处于高位" 带动
中石油上游板块利润大增" 该板块经营

利润达%!&(亿元"同比增长了3%45*# 不
过由于成品油价格调整不到位$ 进口天
然气亏损"以及特别收益金翻倍增加"中
石油整体利润下滑近(*#

其中在炼油板块" 去年国内成品油
两升一降"汽$柴油分别累计上涨了(($

元6吨和3($元6吨# 中石油表示由于价格
调整不到位"炼油业务出现了巨额亏损#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中石油的天然
气管道板块亏损也很显著'''%$!!年"

中石油销售进口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
+7,82累计亏损约%!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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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日前发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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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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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3"54(亿元" 同比增长)343*" 增

速止跌回升#

具体来看" %$!!年网络游戏用
户突破!4"亿" 同比增长))*" 增速
开始放缓# 其中" 移动互联网游戏
用户数量突破($$$万人" 同比增长

3"*# 网页游戏市场规模继续保持
高速增长" 规模达3&4)亿元" 同比
增长!$%4!*( 移动网游戏市场规模
)54'亿元" 同比增长(!4%*# 国产游
戏出口规模继续维持稳步扩大的态

势" 收入达到34$)亿美元" 同比增
长'"*# 出口产品数量明显增加"

%$!!年新增""家公司共计&%款网络
游戏出口海外" 总数超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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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股市出现较大幅度下跌#

其中)上证综指下跌)4"&*"沪深)$$

指数下跌)453*" 中小板指数下跌
"45)*"创业板指数下跌54))*#

从行业表现看"估值低$需求相
对稳定$偏下游的行业表现较好"如
金融地产$交通运输$家用电器$餐
饮旅游等(估值高$前期涨幅大$中
上游行业表现偏差"如电子$机械设
备$有色金属等#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依旧较弱"增
速仍在缓慢下行#这种情况下"盈利状
况是一个更需要警惕的问题#因此"大

盘出现一定程度回落"估值偏高$前期
涨幅大$ 盈利下滑更明显的中上游行
业表现更差"也是相吻合的#

展望后市"由于股市整体估值水
平不高"在经济和盈利状况不出现%硬
着陆& 的情况下" 进一步下跌空间有
限(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宏观
政策不会出现大的调整" 股市也缺乏
整体性机会# 结构性机会将是未来一
段时间挖掘的重点"泛消费$竞争格局
稳定甚至集中度提高$有望受益99:降
低$ 一些新兴行业等都是可以挖掘的
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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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考虑再次释放石油
储备抵消美国经济数据利好与伊
朗问题引发的油价乐观情绪"短
期油价将维持高位震荡#

基础化工) 成本推动效果减
弱"化纤合成橡胶回落"看好农化
公司估值修复与高油价受益品种
主题# 化工原料成本支撑效应弱
化"油头化工原料涨势趋缓"石油
下游产品大部分下跌" 煤头成本
保持较好"多数价格维持稳定#

石化链)三烯三苯下跌为主$

石化下游9;等涨价" 合成橡胶$

化纤链下跌" 煤化工链与化肥链
平稳小涨#

看好复合肥价格补涨与高油
价受益品种主题# 由于尿素连续"

周小幅上涨短期可能出现需求空
挡"复合肥小幅补涨"推荐低估值
农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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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期油价将维持高位震荡" 高油价
受益与业绩增长确定性高" 主题
推荐)

��{|&���� &��

��&r���&����

#

$��!"`a8�� bcd ¡

¢£ ¤c!¥mn!,#'%#-&&#.#&&&%

% � " '

���������

����!

���vB��HI

!"#$%&

���

/

���

&

�

¦§¦r¨�©ªUr "¦

«¦¬¦®¯' {UªU°

)

�"

%

±

)

r¦²�©5³#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板块本周仅一只个股上
涨'''/,0

´µ本周上涨34)%*# 公司)

月)$号公布%$!!年年度报告"基本每股
收益$4$!%&元# 二级市场上"该股短期
出现反弹走势" 但考虑大盘走势较弱"

建议观望为主#

本周跌幅最大的是¶·¸c

"周跌
幅!'4(%*# 预计%$!%年!月!日至)月)!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万元'%"$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公司经营状况恶化# 二级市场
上" 该股跌破!(元长期平台创出新低"

破位迹象明显"建议逢高减少仓位#

`¹�º本周下跌!)4(&*# 公司
主要从事商品混凝土$ 新型墙体材料
'HIJ:þKJ( 的研发$ 生产和销
售#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海南省最大的商
品混凝土生产企业$三亚市最大的新型
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目前公司业绩下滑
比较明显"建议观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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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新股已经变成 %有毒资产&#

%&日"3只新股上市首日齐齐跌破发行
价"由于3只股票网上发行和网下配售
均获得超额认购"周四一跌"遂将所有
中签申购者%一网打尽&"使申购%成功&

的投资者平均亏损约!$*"累计账面亏
损(4)"亿元# 市场人士认为"暂停新股
发行%曙光&初现#

%这种情况很罕见"上次出现是在
%$$5年大熊市中# &深圳信和投资总经
理关铁良说"如果再出现两次或三次"

新股就没人敢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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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确定%$!%年0%增长目
标!3*" 是自%$$%年以来的最低预期"

因此从经济宏观面上看" 流动性并不
宽松# 而从市场方面看"由于经济转型
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而市场博弈的重
点是对政策的预期程度"因此"未来一
个阶段"市场可能加剧震荡#

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

今年以来涨幅一直位居前3位的广发
小盘成长基金经理陈仕德表示" 将继
续坚持%配两头$避中游和高仓位&的
原则"坚持优化投资结构"以有效应对
扑朔迷离的经济形势和宽幅震荡的市
场环境# 由于二线蓝筹行业的龙头公
司受政策冲击很小"业绩确定性强$估
值低" 即使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
不太好"这些股票的确定性也较大"将
会主要配置二线低估值蓝筹股#

此外他看好低估值的煤炭$地产$

银行等板块和代表中国内需增长的医
药$消费等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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