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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_ !化纤板块为
何走势强劲!有何利好!地热概念还
能参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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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高不高! 有没有长线
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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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板块中本周涨幅最大的
是ZhZi

"周上涨#$%%&# 公司
是国内抗肿瘤药紫杉醇注射液及
头孢西丁钠注射剂的首仿制药企
业" 最大的亮点在于持有'!$!(&

股份的上海力声特公司去年四季
度人工耳蜗产品开始正式销售#二
级市场上"该股站稳年线"短期可
能还有整理"建议观望为主#

jklm本周上涨)$%&# 公
司是专注种子链条中制种环节的
上市公司"主要经营水稻种子# 二

级市场上" 该股出现止跌反弹走
势"可以适当逢低关注#

本周跌幅最大的是no@p

"

周下跌($'*&#公司主营稀土开采$

生产与销售"旗下拥有十几家企业
涉及稀土金属的矿采选和冶炼加
工业务#该股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大
股东连续两个交易日抛出+,--万
股"交易金额高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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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Z

!本周下跌,$"%&# 预
计,-!,年!月%'月归属于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亏损约"-万元至.-万
元左右# 二级市场上"该股还没有
止跌迹象"建议观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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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市场在政策面刺激下继续
反弹"从行业表现方面来看"非银行
金融$煤炭$有色等周期性行业涨幅
靠前# 期间管理层政策扶持特征尤
为为明显"体现管理层在&十八大'

之前的维稳意图# 但是"值得一提的
是经济与企业基本面并未有明显改
善"企业赢利仍未明显回升"四季度
资金面很难有放松可能#

当然" 我们判断四季度经济会
有企稳迹象"上市公司去投资化"去
杠杆化过程将将持续到,-+*年# /股
市场将维持上下两难的震荡格局"

除非流动性或基本面改善有超预期
可能# 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农业化"

信息化将是基金明年布局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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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两市高开"金融$地产等权
重板块表现活跃" 但早盘的上涨还
是引发了大量获利盘的涌出" 市场
在短暂冲高之后震荡走低# 盘面上"

受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的消息刺激" 早盘文化传媒板块遭
到暴炒"但是真正封住涨停者寥寥#

综合来看" 早盘的大幅高开引
发获利盘集体出逃" 而且上证指数
在,+*,点以上会逐步进入密集的套
牢盘压力区# 短线来看市场还需要
在"-日均线附近震荡调整来消化近
期的获利抛压# 从消息面上来看"国
家维稳的政策正在实施中" 市场深
度调整的概率比较小#

�$��! 持续关注移动互联
网相关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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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打开申购的大成月添利短
期理财债基(天年化收益率继续在
同类产品中称雄# 据悉"截至+-月'

日" 该基金/01份额的(天年化收益
率分别为.$+.-&和.$.,'&" 在同类
可比基金中排名分别为第+和第%#

同时" 在该基金的运作首日"/01份
额的(天年化收益率高达.$2*+&"创
下同期所有短期理财债基收益率最
高水平"受到市场关注# 据了解"此
番大成月添利打开申购后" 可每日
申购"但只能定期赎回"即在+个月
后方可赎回#

该基金经理陶铄指出" 大成月
添利以保持基金资产的安全性和适
当流动性为首要目标" 追求高于业
绩比较基准的稳定收益# 大成月添
利具有运作周期短$投资门槛低$费
用成本低$有一定的流动性等优势"

比较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而对流
动性有一定要求的投资者( 对于账
面上有暂时闲置资金但短期内可能
有资金需求的机构投资者来说"也
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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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工$农$中$建$交$邮储"

家大型银行外"其他银行活期存款利
率上浮到顶"为基准利率的+$+倍(全
部银行+年期%¥&以内定期存款利率
均上浮" 其中中小型银行上浮到顶#

而对+年期以上定期存款" 目前仅有
平安银行$ 渤海银行以及天津银行$

宁波银行$ 南京银行上浮了3年期以

上定存利率"市场份额占比(%&以上
的大中型银行均未上浮#

其中渤海银行$天津银行以及宁
波银行对存款金额没有要求",年定
存为.$+,%&"*年期为.$"(%&"%年期
为%$,,%&#

南京银行官网显示" 该行,年期
定存+万元以下为*$(%&"+万元以上

%¥& 为.$+,%&(*年期定存,-万元以
下.$,%&",-万元%¥&以上为.$"(%&(

%年期定存*-万元以下为.$(%&"*-万
元%¥&以上为%$,,%&#

此外"平安银行最新的存款利率
也按照不同存款额实行分等级优惠#

其中"%-万以上大额定期存款的,年
期利率达.$+,%&"上浮比例为央行公

布的基准利率的+-&"达到监管层规
定浮动上限(%万以上至%-万元,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也较基准利率上浮
%&"为*$'*(%&#

上调后的银行*年期和%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与刚刚发行的凭证式国
债*年$%年期相比"仅分别低了-$-2%

和-$-'%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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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获得第+的经济影响力
指标中"包含%项细分指标"包含&世
界%--强公司总部的数量'$&金融和
商业服务领域的就业形势'$&吸引外
商直接投资新建项目的数量及资本
投入额'$&456增长率'以及&城市生
产力水平'# 除了&城市生产力水平'

%¦§¤¨©

%&)"在其他.项指标中"

北京排名均在前%# 在&全球%--强公
司总部数目'这一指标排名则名列第
3"仅次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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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衡量一个城市的进步"除
了经济影响力的显著上升之外"还
有外界对城市的认可度及其发展
的均衡情况# 这份报告显示"北京
成为被调查的3(座城市中第*大门
户城市#

普华永道中国公共政策与监管
事务主管合伙人吴卫军表示" 北京
在&门户城市'评选的变量中"多是
位居前端#从调查的总体排名来看"

北京从机场到市中心的方便程度排
名第+(酒店客房数量名列第3(游客
总流量在亚洲列第3"仅次于东京#

吴卫军表示" 拥有排名第一的
可负担公交系统"市民也可以较为低
廉的价格使用"这都成为北京晋身*

甲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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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显示"北京虽在一些

方面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
而名列前茅"但仍有一些需要改进
的地方#

报告指出"北京宜居性指标有
待进一步提高# 吴卫军介绍"宜居
性指标主要包括医院数目$健康保
障系统$整体生活质量$文化活力
等几个方面的指标#而这些指标在
报告的排名中多数靠后"还存在较
大的改善空间# &尽管北京的工作
年龄人口数量排名第+" 但在工作
效率上则排名靠后"高效劳动者数
目的增加必将促进这些劳动者生
活标准的上升# '

报告同时显示"3-+3年至3-3%

年"上海和北京的投资需求将达到
456的.3&# &新兴市场城市人口
持续飞涨"就业持续扩张"未来将
面临巨大的投资需求"而基础建设
水平或成为重要指标之一# '吴卫
军表示"成熟的城市才能保有购买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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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日前"深圳保监局和深圳市
公安交警局联手治理机动车辆保险事故发
生后有责方不配合无责方索赔的问题#

根据深圳保监局网站的信息显示"深
圳保监局和深圳市公安交警局明确对无
正当理由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定损$理
赔手续"以及用虚假身份或者虚假保险信
息资料填写交通事故协商处理文书"导致
无责方无法获得保险理赔而向市公安交
警局报案的" 由市公安交警局责令其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并将其处罚情况通知信用征信机构
录入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系统#

一位曾在某财险公司从事过理赔业
务的人士告诉记者"之前"有责方不配合

的情况确实不少#举例来说"如有责方自
己的损失很小"别人的损失大的话"他很
有可能就不愿意配合#

华南地区某财险公司人士也告诉记
者"现实生活中"有责方不愿意配合这种
事情肯定还是会有的#比如一些人酒驾"

或者没有购买第三方责任险的" 尽管有
责"但他们自己肯定会不愿意配合#

此前"当发生类似的情况时"也有一
些公司可以解决"比如进行&代位求偿'#

所谓 &代位求偿'"是指发生事故"

其中一方无责"而另外一方全责"在全责
方不履行赔偿责任的情况下" 无责方可
以先要求无责方承保的保险公司先赔
偿"保险公司在向无责方支付赔款之后"

就取代无责方向全责方追偿#

前述财险公司人士认为" 这样的规
范对整个行业来说肯定是件好事情#

% �&

近日"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公布了
&月月抽检'计划'月份结果#本次抽检共
抽查了%省市"+%个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
粉# 结果显示" 所检产品均符合国家标
准"合格率百分之百#

今年'月份以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
会继续委托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
中心作为第三方检验机构" 对北京$天
津$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市的超市$商
场$ 专卖店中销售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随
机采样"进行检验#

据了解" 此次产品的检验依据为现
行国家强制性标准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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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抽检有+%项指标#

此外" 本次检验还对+%个产品进行
了总汞项目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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