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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连续疯狂涨停! 行业

前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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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wx!从周)线看"沪

指从"$*&点开始"整体趋势都是逐波
下行的"后市有没有突破!+(*点前期
高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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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否在新三板市场引入
做市商制度此前一直是市场争论的
焦点#一方面"从借鉴纳斯达克经验
的角度出发"推出做市商制度呼声颇
高$但亦有观点认为从降低交易成本
的角度%并不需要引入做市商制度&

上海一家大型券商场外市场部
总经理对记者表示"和交易所市场相
比"新三板市场的流动性会有较大差
别"不会像交易所市场一样实施集合
竞价" 而是采用一对一的撮合交易"

这种交易方式下"引入做市商制度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市场的活性&

'买方和卖方并不直接接触%而
是通过做市商来进行价格的撮合&做
市商一方面需要给买方提供报价$另
一方面也要给卖方一个价格&但是为
了不至于买空卖空%做市商实际上是
需要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 (

这在此次证券公司创新发展讨

论会上也得到了印证&姚刚表示#)做
市商可以持有一定的股份%以便双边
报价顺利进行& (

作为一种证券交易制度%做市商制
度起源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而从纳斯
达克市场的情况来看%做市商制度非常
成功& 在纳斯达克市场中%美林*高盛*

摩根斯坦利都是非常有名的做市商&

但这一制度引入中国新三板市
场%已然对国内券商提出了挑战& 相
对于这些国际知名投行的全面业务
而言%国内券商的业务相对单一& 传
统的经纪业务和承销业务之外%做市
商业务对于券商而言还相对较新%这

也给券商业务创新提供了空间&从盈
利来看%做市商提供给买方和卖方之
间的价差将成为做市商的利润来源&

在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
所所长董登新看来%引入做市商制度
除了增加流动性之外%还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由于严重信息不对称带
来的交易风险&

)相对于简单提供流动性而言%

给出一个合理的报价更为重要& (董
登新说%)新三板市场往往都是一些
高科技企业%对于这些公司的定价需
要做市商有很强的定价能力%这也对
券商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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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讯技术*戴维医疗两家创业板
公司昨日上市&

两新股开盘分别报$,-*,元*!*元%

分别高开$,-*,.*+%.$开盘半小时%两
股分别报!!-',元*!'-&$元%涨幅分别为
$+-(,.*+*-%,.% 均因换手达,%.遭临
停$尾盘复牌%两股基本持平%戴维医疗
收报!'-'%元%大涨+'-,.%邦讯技术收报
!!-'&元%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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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证券,月*日发表了房地产行
业研究报告&报告坚定看好全年行业投
资机会%全年坚定持有是最佳策略&

报告称%在以价换量*信贷对刚
需实质支持下%刚需逐步释放带动改
善%,月新盘增加将带动成交量持续
回暖%库存加速去化&

建议增持销售增长迅速的��

�4 &�6�4 &���� &���

�& ��

*% 价值严重低估的���

�&����&����等%受益销售
回升的世联地产&

$!�%

股指昨日低位盘整&

两市小幅低开后震荡下行%沪指相
继跌破!+,%点和,日线支撑% 最低下探
至!+"$点后有所企稳$午后股指震荡回
升跌幅减小%沪指在,日线附近震荡%随
后股指横盘整理至尾盘&板块热点延续
轮动%传媒娱乐*军工航天*稀土永磁等
板块表现活跃%券商*煤炭*石油等权重
板块表现低迷跌幅居前成为做空主力%

两市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有所减小&

截止收盘% 沪指报!++*点% 下跌"

点%跌幅%-$".%成交$%,%亿元$深成指
报$%,!+点%下跌**点%跌幅%-*".%成
交*,$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周二大盘的走势分
化非常明显% 创业板和中小板指数走
强%上证和深成指走弱& 由于目前股指
正处于冲关的敏感时刻%股指这种宽幅
震荡是正常的洗盘走势%尾盘主力的拉
升也透露出此种意图& 从技术面上来
看%上证指数仍站在,日线上方%技术上
大头肩底的结构已经形成%市场在等待
其突破的一刻&投资者短线借震荡适度
调仓%优质主线品种逢低加仓是正确的
策略&

市场人士认为%周五将公布关键的
/01和增长端数据&从历史经验看%屡次
公布数据前%市场均惯性下跌%但随后
出现回升概率大&短期市场的调整不会
改变大的格局%短期调整可能在为冲击
前高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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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业)十二五(规划
发布%!%$,年*亿网民支撑&%%%

亿产业&

我们关注国有大中型传
媒集团平台% 其向新媒体转
型的诉求强烈% 同时具备平
台和资金优势% 有望率先在
新媒体资产注入方面展开行
动& 建议关注���� & �

��� & ���� &  ��

�等$ 同时电视剧行业的变
化并未像市场想象那么悲观%

同时新媒体价格疲软使得优
质剧优势更加明显& 建议关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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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温州的消息 % 华峰氨纶
+%%!%&+, 改制成村镇银行已获批"

成全国改制首例&

在今年+月在$%号央行温州调研
中" 瑞安市华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的董事长翁奕峰曾表示表示2下一步
他们将系统筹划" 逐步推进争取第一
个改制成为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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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基金部主任王林,

月*日表示" 第二批34511将全部是
675产品" 投资标的要选择大盘蓝
筹* 市场覆盖性好的指数" 如沪深
"%%*中证$%%*富时8,%或9#/1中国
8股指数$每个指数原则上只批准一
只34511:675产品$相关产品成熟一
只批准一只"避免一哄而上&

王林称"考虑到34511首批试点
中"债券产品由于发行期集中"产品
雷同等原因" 资金募集不如预期顺
利& 为了充分利用新增的,%%亿元投
资额度"避免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

本次,%%亿元投资额度不单独批给
各试点机构" 由经香港证监会批准
发行的34511:675产品共同使用&机
构可根据自身产品准备情况及发行
情况使用额度"各机构全部675产品
合计不超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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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只到期的分级基金长盛同
庆"将在,月$$日到期后转型为追踪偏
中大盘风格的中证*%%分级指基&

为了满足不同类型的投资者需
求"到期后的长盛同庆将重新设置"年
开放分级运作期" 原同庆8*;份额首
先折算为母基金份额" 然后再按+!&的
比例重新拆分为新的稳健类份额同庆
8和激进类份额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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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分级基金再度显示
反弹行情中的杠杆魅力& 其中"银华
中证等权重'%指数分级基金的进取
份额---银华鑫利凭借"倍高杠杆"

截至,月+日净值涨幅高达,+-$&<"

其在二级市场涨幅也达到+&-(,.&

在今年蓝筹暖风频吹的环境下"

银华鑫利的追踪标的" 具有鲜明的大
盘蓝筹风格的中证等权重'%指数表现
突出&据=1>?数据统计"截至,月(日"

,月开门红以来" 该指数以"-,(<的涨
幅跑赢沪深"%%指数的"-$,<& 而延伸
至年初"在整体波澜起伏的震荡市中"

该指数更是以$*-&%<的涨幅远超沪深
"%%及上证综指&

值得关注的是" 相对中证等权
重'%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

银华鑫利净值涨幅高达,+-$&<"可
以看出银华鑫利目前已经达到"倍
的杠杆率" 具有高杠杆高弹性的优
势" 能在反弹行情中撬动净值和市
价的涨幅&

对于蓝筹股的整体后市表现"

市场依旧看好& 业内人士分析"对于
看好后市同时又具有一定风险承受
能力的投资者而言" 银华鑫利是一
个不错的投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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