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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看市
“二八效应”频现，市场风格偏向蓝筹
 市场综述
上周五（12 月 19 日）
，A 股市场再度上演“过山车”行情，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涨
1.67%，收报 3108.60 点；深证成指跌 0.36%，收报 10627.11 点。两市全天成交约 7853
亿元人民币，与上一个交易日基本持平。中小板指收盘跌 1.61%；创业板指收盘跌 2.28%。
行业方面，29 个中信一级行业涨跌互现。其中，建筑大涨 6.36%，钢铁和交通运输也
涨幅较大。下跌板块中，传媒、计算机和电子元器件处于领跌位置。概念方面，上海自贸
区、长江经济带和迪士尼指数涨幅居前，而工业 4.0、智能汽车和卫星导航指数出现一定
程度的回调。

 驱动因素分析
上周五（12 月 19 日）
，证监会召开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主要的看点有以下几条：
（1）
对于证券公司风控指标管理的有关办法，目前该规则修订还在研究制定过程中，条件程序
按照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对于证券公司设立及业务牌照申请相关管制将全
面放开的消息，目前该规则还在研究制定过程中，按照立法程序，在履行相应的内部工作
流程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证监会近期进行了打击市场操纵的专项执法行动，目前
已对 18 只股票的涉案机构进行调查，垃圾股市值管理不能变成管理市值。
消息面上，12 月 20 日在澳门回归祖国 15 周年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用
好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化同祖国内地特别是广东省和泛珠三角地区的合作。
在区域合作中拓宽澳门发展空间，增强澳门发展动力，努力实现与内地共同发展、共同进
步。
总体而言，在 12 月 9 日的大跌之后，大盘在 2900 点附近获得了比较明显的支撑。上
周，市场在券商、银行、建筑等蓝筹板块的轮番带动下，不仅成功收复了 3000 点大关，
更是续创本轮行情的新高。中长期来看，市场强势上涨的态势依旧，风格将更偏向于大盘
股，建议投资者积极参与相关行情。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2

晨会纪要：2014 年 12 月 22 日

财经要闻
 证监会发布会要点：券商业务牌照放开规则正在制定中
证券时报网报道，12 月 19 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通报市场操纵的查处情况，
目前已对 18 只股票的涉案机构进行调查，垃圾股市值管理不能变成管理市值，券商业务
牌照放开规则正在制定中。要点如下：
●证监会近期进行了打击市场操纵的专项执法行动，分析认为，此次对 18 只股票的
市场操纵案件进行调查，有望对部分创业板和中小板亏损企业、垃圾公司市场操纵和内幕
交易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绩差股、垃圾股炒作或继续遇冷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领域制定了《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并向市场
征求意见。办法对行政和解的适用条件、行政和解金进行制定，确立行政和解的范围，进
行权力约束机制
●行政和解中没有先例，证监会在证券期货领域现行行政和解试点工作，需要借助全
社会的力量。试点工作为将来为立法中确立行政和解制度提供经验，希望各方提出建议，
在各界提出意见后发布实施
●行政和解试点阶段符合以下条件才可以启动，意见稿规定，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等，
并符合四方面条件才可启动行政和解，即证监会立案并经过必要程序，但案件实施还未明
确；有利于减少争议，稳定市场程序；行政相对人愿意补偿投资者；行政和解结案不损害
投资者合法权益
●行政和解的实施程序为，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后到正式做出行政
处罚书之前，可启动行政和解；证监会不得主动提出行政和解建议
●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 1 号——商品期货交易型开放式基
金指引》
，提出三方面修改：保证基金投资目标和策略前提下，商品期货 ETF 可以支付保
证金以外的资产；为商品期货 ETF 到期办理标准仓单预留的空间；推出创新性的商品期货
预留空间
●证监会已经关注到方正证券和民族证券的纠纷事宜，证监会已采取措施，加强对两
家券商的日常监管，关注其合规经营情况，一旦有违规情况将依法处理
●对于证券公司设立及业务牌照申请相关管制将全面放开的消息，目前该规则还在研
究制定过程中，按照立法程序，在履行相应的内部工作流程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对于证券公司风控指标管理有关办法，目前该规则修订还在研究制定过程中，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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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按照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试点 2017 年底完成
新华网报道，12 月初，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透露，有关积极发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改革试点方案即将公
布，将兼顾东中西不同区域，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县(市)为单位开展，该项工作在 2017 年
底完成。
据了解，三年前，童家桥村里开始试点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成立了以破产村办企业
厂房为主要资产的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三年后，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分红 800 多万元，
最多的一户分到接近 4 万块钱。童家桥村第一个享受到了农村集体资股份合作制的改革红
利。
2014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元年，新一轮农村改革正努力让农民在农村
的“死资产”变为“活资本”，从而增加农民的整体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12 年，中国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3.1：1。
在坚持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变农民
共同共有的产权制度为农民按份共有的产权制度，使农民按份享受集体资产收益。简言之，
农民能像公司股东一样获得收益。
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3 年年底，在全国 58.7 万个村和 497.2 万个组中，
已有 2.8 万个村和 5 万个组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量化资产 4362 亿元，累计
股金分红 1563 亿元，仅 2013 年当年分红将近 300 亿元。
重庆市农委主任夏祖相说，农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比例很低。以重庆为例，农民财产
性收入占比不到 3%。在务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的
情况下，通过推进集体资产改革，有效盘活闲置资产，能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
等于直接“把资产算在农民头上”，同时赋予了农民作为股东，享受分红权利、监督集体资
产、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权力，对于改变农村普遍存在的“村干部说了算”，以及集体共有
财产“糊涂账”、流失贪腐等现象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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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有望 2015 年全面铺开自贸区建设将成抓手
《中国经营报》报道，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和泰国三
国，正式吹响了中国“一带一路”外交全面推进的号角。据了解，李克强总理将主推“一带
一路”建设，重点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上海合作组织实现对接，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
合作，推进中国—中东欧乃至中欧合作。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正进入务实合作阶段。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等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一带一路”战略有望在 2015 年全面
落实铺开，预计很快会有规划方案或指导意见出台。近期以铁路建设、核电合作等为主的
一批基建项目有望实质性落地。此外，“一带一路”战略的纵深推进有望进一步推动国内更
多的双边、多边自贸区落地。
12 月 12 日，国务院决定，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
三个自由贸易园区，以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
容。
据了解，作为广东、天津、福建三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新载体，三个自贸区将各
有侧重点。广东自贸区的功能主要是加强粤港澳合作，带动珠三角地区发展，其起点相对
较高，在高端服务方面有较多投资机会；天津自贸区的功能主要是面对东北亚市场，航运、
金融租赁有较强优势；福建则主要发展台海贸易，在与我国台湾企业开展深入交流、合作
方面有优势。
事实上，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自贸区建设已进入决策层视野。12 月 27 日，商务
部部长高虎城在部署明年重点工作时表示，加快沿线地区自贸区建设，提升贸易投资便利
化水平，支持在有条件的国家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更多沿线国家探讨建设自贸区，促
进经贸畅通。
业内专家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方向已经逐渐清晰，即以自贸区战略为切入口，与周
边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
络。

 人民币累计贬值超过 2%料创五年来首次年度下跌
香港万得通讯社综合报道，12 月 19 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报 6.1205 元，即期价
6.2142，再次刷新近 5 个月收盘新低，且较去年同期双双走贬。离 2014 年最后一个交易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5

晨会纪要：2014 年 12 月 22 日

日还有十天左右，如无意外，人民币将会出现五年来的首次年度下跌。自今年年初以来，
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下跌超过 2%。
市场人士表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可能延续弱势。首先，中美货币政策差异明显，国
内货币政策仍有放松可能，而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已是大势所趋，这使得人民币继续承
压；其次，今年以来央行逐渐退出外汇干预，市场行为成为汇率波动主导，短期汇价波动
可能被放大。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加上充裕的外汇储备、稳定的中间价政策，将
有效抑制人民币贬值预期，预计人民币汇率未来双向波动并维持相对坚挺的概率较大，短
期内可能会进入区间震荡格局。
分析称，在持续数年允许人民币不间断升值后，决策层更愿意看到弹性较大、双向波
动的均衡人民币汇率。而汇改的推进与资本项目开放休戚相关。已故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
基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曾提出这样一个开放次序：财政改革、金融与贸易自由
化、汇率改革、资本项目开放。当然也有中国官员认为无需强调“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
化”等前提条件，否则资本账户开放或无合适时机。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15 年人民币小幅贬值预期趋强：如中国经济前景较疲弱、
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差收窄、美元走强等。诚然，没有人怀疑央妈稳定人民币均衡汇率
的能力。不过，中国的市场基本面属性与其他新兴市场并无本质区别。有人说，无论是大
宗商品价格走势的骤变还是新兴市场出现的大规模撤资潮，其背后都是美联储的“魔手”
在翻云覆雨。毕竟，卢布暴跌的相关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人民币可能出现年度下跌的这一
刻，中国需要警惕接下来将面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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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本周全球股市多数上涨标普指数上涨 3.41%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五（12 月 19 日），全球主要股指多数上涨，主要由于美联
储周三表示在首次加息时间安排上“能保持耐心”
，暗示将缓慢稳定加息，提振了市场情
绪。美国股市全线上涨，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高。全周道指上涨 3.03%，标普 500 指数上
涨 3.41%创 10 月以来最大周涨幅，纳指上涨 2.40%。欧洲股市涨跌不一，原油价格的反弹
再度带动能源板块上涨。当周，欧洲主要股指全线上涨，英国富时 100 指数涨 3.88%。亚
太股市涨声一片，日股大幅反弹，收复多条均线，上望万八整数关。当周亚太股市先跌后
涨。

美国方面

美国股市全线上涨，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高，美联储将稳定缓慢加息的言论提振了美
股市场。全周道指上涨 3.03%，标普 500 指数上涨 3.41%创 10 月以来最大周涨幅，纳指上
涨 2.40%。美联储威廉姆斯表示，未来两次政策会议不太可能决定加息。

截止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26.65 点，报 17804.80 点，涨幅为 0.15%，周
涨 3.03%；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上涨 9.42 点，报 2070.65 点，涨幅为 0.46%，周涨 3.4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6.98 点，报 4765.38 点，涨幅为 0.36%，周涨 2.40%。

美股已经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大涨，美联储承诺加息过程将是缓慢有序的，并表示在决
定加息时将“保持耐心”
。周五还是所谓的四重魔力日，即指数期权、指数期货、股票期
权以及股票期货都将在当天到期，市场波动通常会被放大。

周五没有经济数据公布，市场关注多位联储要员的讲话。

旧金山联储主席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周五表示，预计 2015 年美国经济
增长 2.5%-3%，2015 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将降至 5.25%；明年美国的核心通胀率可能在 1.5%
左右，而 2015 年 6 月是考虑开始加息的合适时间。威廉姆斯称，未来两次政策会议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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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做出加息决定。本周三联储政策会议后的主席新闻发布会上，耶伦也作出了类似表示。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柯薛拉柯塔周五表示，对联储决议持异议是因为通胀有下行风
险。美联储当前政策为通胀带来“难以接受的”下行风险。美联储未能对通胀疲软风险作
出回应，这让其通胀目标的信誉面临风险。柯薛拉柯塔表示，美联储早就应当承诺，只要
通胀前景低于 2%，就会维持零利率政策。

欧洲方面

欧洲股市涨跌不一，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股价因为俄罗斯资产置换计划的搁浅而一度
大跌，拖累欧股市场早盘时候下挫，不过原油价格的反弹再度带动能源板块上涨。当周，
欧洲主要股指全线上涨，英国富时 100 指数涨 3.88%。

截止收盘，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1.23%，上涨 79.27 点，报 6445.27 点，周涨 3.88%；
德国 DAX 30 指数收跌 0.25%，下跌 24.10 点，报 9786.96 点，周涨 2.00%；法国 CAC 40
指数收跌 0.18%，下跌 7.84 点，报 4241.65 点，周涨 3.23%。

周五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收跌 1.6%，原因是该公司和俄罗斯能源巨头 Gazprom OAO
宣布，这两家公司将放弃在俄罗斯市场上的资产交换计划。巴斯夫与 Gazprom 在 2012 年
达成了这项资产交换协议，而随着该协议的终止，巴斯夫下调了 2014 财年的息税前利润
预期，目前预计只会“略微增长”
，相比之下此前预期为将有“较大增长”
。双方终止该计
划的背景是，西方国家正在加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受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的影响，俄罗斯经济前景黯淡，这已经导致俄罗斯资产最近遭
遇重挫。俄罗斯 MICEX 指数收跌 1.9%，报 1449.13 点。同时，俄罗斯卢布兑美元汇率则
从本周低点回升，这一周时间里曾一度触及每美元 80.1 卢布的历史新低。

法航荷航周五发布 2014 年以来的第三次盈利预警，将 2014 财年的利润数字降低 2
亿欧元（2.5 亿美元）
，公司股价大跌 8.08%。此外，图洛石油公司股价大涨 6.85%，石油
开发商 Afren 公司股价涨幅达到 15.24%。

亚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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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股市涨声一片，日股大幅反弹，收复多条均线，上望万八整数关。本周亚太股市
先跌后涨，前期因油价大幅下滑打击市场信心，但随后美联储不急于退出刺激计划令市场
人气复苏。

截至收盘，日经 225 指数涨 411.35 点或 2.39%至 17621.40 点，连续两个交易日涨超
2.3%，周涨 1.44%或 249.82 点。

韩国综合指数涨 1.71%或 32.48 点，收报 1929.98 点，周涨 0.43%或 8.27 点。

中国台湾加权指数涨 1.36%或 120.89 点，收报 8999.52 点，周跌 0.31%或 27.81 点。

澳大利亚标准普尔 200 指数涨 2.45%或 127.87 点，
报 5338.65 点，
周涨 2.28%或 119.08
点。

新西兰 NSZE50 指数涨 0.17%或 9.27 点，报 5527.75 点，周涨 0.23%或 12.8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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