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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五美联储出台Q E3，但

本周市场还是难以打破弱势调整的

命运。为何欧美股市一片欢腾，A股

市场却表现如此差劲？

中原证券的分析师指出， 尽管

美联储启动了Q E3， 短期内对全球

资本市场是一个刺激， 但由于中国

管理层迟迟没有出台实质性的利好

政策，这让市场多头较为头疼。申银

万国则认为，Q E3对中国股市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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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旺铺宜银行等招18980044420
●6万急售带租客商铺，季度收租
金2160元13882290209黄先生

求租求购

写字间租赁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正对琴台路牌坊318平方米办公
用房出租13708027740
●写字楼300平分租13088086293
●羊西线高新西区写字楼出租，多

种面积户型可选。招商电话：
028-87822945，87825596
●市区217平5千5租13679040654

营业房
●租果堰街275平铺13882013355
●八里50-150平租15528360673
●四楼900平出租13980835959
●售双楠临街旺铺45平85222379

酒楼·茶楼转让
●簇桥900平餐饮转15196617862
●双流农家乐优转13666239713
●1千平商务酒店转13982099043
●市中900平旺餐转18980725281
●700二环内十字路13348983520
●府南千平茶楼转15902837159
●城南400咖啡优转13981889660
●八里300平茶楼转15528360673
●浅水半岛130平茶13880075753
●1000平茶楼优转13540079690

●转八里小区茶庄18782971577
●芙蓉茶楼低价转13808057104
●彭州宾馆转让15828664647

餐馆转让
●面馆转让50平方13056692195
●转营业中农家乐13540164843
●因事急转南延线400平旺餐，含2
豪包。林先生13981729495
●一环路高校旁旺火锅转让
18382336018
●本人因急事转北东街800平米
盈利火锅店,13980963959
●急事新餐厅优转13981853350
●玉林700平旺餐转15828657858
●现有总府路餐厅旺铺寻觅合作
或承包经营者13957755551吴
●火车东站附近大观城市花园旁
800平餐厅急转13541330470
●转芳草街二楼840平米火锅店
租80元每平米电话13540481026

●转高新餐馆148平15608220002
●转城南240旺餐15902834961
●金花大型中餐转13808043561
●火锅600平转租13308232213
●市中心旺餐60平15108372269
●科华北盈利旺餐13438099870
●优转西门800旺餐13348912108
●双流西餐厅转让15390052511

美容美发转让
●急转市中心大型美容可茶坊早
教咖啡厅浴足办公13096363766

店 铺
●租售天仙桥650平旺铺.租盐市口
870平适餐饮咖啡13980558085
●旅馆转让,电话:18908082771
●电玩城转证齐15228880498
●空转市中心1千平18982082935
●青白江新广场对面独栋第三层
550平出租13980679927
●租售玉林99平铺13603096418

●金沙旺铺出租无转让费40m2

路口13438887488舒先生
●东大街40平糖酒13881796959
●沙湾路1楼黄金口岸800平租或
联营13908225222服装优拒餐.茶
●临街铺面招租13683442985
●紫荆、双楠、三千集旺铺转
让13980057005、13922899693
●优转金沙遗址500平营业中火
锅旺铺13408527789非诚勿扰

厂房租售
●租韩场2700平厂18780178088
●成南立交库房租13258160566
●武侯大道三环内停车场适合
新车库存15108331777

●武侯机投厂房租13881819112
●新津工业园新标准厂房17000平
带行吊5000起租13881931753
●转二环边汽修厂13880072968
●●金堂厂房租售13882013333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温江7千平厂房租13880036222
●双流金桥镇约4300平厂房出租
带250变压器13982011877冯女士
●犀浦厂房出租13608198152
●双流煎茶5千厂库13908180870
●厂房及场地出租13981787028

●龙潭工业园区内1000-3000平
米标准厂房出租，电话84209166
●郫县/金堂厂房租13708006115
●青白江工业80亩转让88098158
●沙西线厂房出租13072880578
●新繁55亩独立仓储物流库房市
场停车场出租招商13438968585
●马家寺2500平厂13808002675

担保公司
●★大资金低成本13908093720

●24小时需资金拨18980699822

房产抵押咨询
●钱媒投资，专业中介，详询
18081985598,18081986598

招 商
●寻大型品牌餐饮13808208379
●大型水洗厂转让13808003827
●中脉科技招代理18980000130

●房产寻营销代理13981811047
●大邑土建项目，诚邀有实力公司
承担建设。来电询88337199
●宏昌投资：寻地产、农业等优质
项目合作。电询18980453331
●建筑工程寻总包13980616686
●求购生产型企业13658098219
●大型项目寻装修13808208379
●转叁级装饰资质18980658596

报废车回收
●定点高收报废车13882010514

律师服务
●吴律师专业婚姻★8888 2629
●民商刑疑难专办18008023599工商行业咨询
●办执照、资质、验资86252656

●低价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东升办照★增资审计86656285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中弘办执照资质审计86273718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优价办照验资18780018371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免费快办照验资资质66555007
●香港定居咨询28-86676605
●专业办照★增资13880886530

取 名
●酿名苑★★专家命名66000076
成都首家命名公司www.yzqn.com

商务咨询
●真相调查★为您解忧84192848
●探真天下R调查公司84192213,

4006-594-007网址tanzhen.com

●★百信调查公司13551396388

●权全婚姻调查公司84248220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2236045

财会·税务
●博谨代帐报税、办照86669075

启 事
●广州珠江装修工程有限公司四
川分公司四川华侨凤凰纸业项目
部（收发文）专用章，声明作废
●成都市轻工行业协会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10024840702)遗失
●布鲁克(成都)钢绳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会已于2012年6月4日决议解
散公司,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到高新西区天朗
路33号向我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

钟庆,电话:13608173453
●成都高新区跃林副食烟草专卖
零 售 许 可 证 ( 个 体 ) 正 本
1510010204002726遗失
●青羊区宋姐邛崃钵钵肉店地方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川地税字
510130197006151666号遗失作废
●成都虹润墙体材料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现经股东会决议，注销本公
司，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到成都市一环路北三段3号
申报其债权。

昨日“黑色星期一”的魔咒再次

降临证券市场， 其中沪深300指数全天

下跌了56.83点，跌幅2.45% ，而在现货市

场萎靡的同时，股指期货方面空头主力

爆发，记者注意到，盘后股指期货9月合

约同10月合约的合计净空持仓量已经

达到惊人的15183手。

净空持仓量暴增3000手

本周五，IF1209合约即将发生交

割， 从昨日的股指期货持仓数据上看，

周一主力合约盘后持仓42824手， 较上

周五下降4443手，而IF1210合约盘后持

仓量则达到了42892手， 较上周五大幅

增加了9628手， 同时持仓量一举超越9

月合约。

昨日现货市场空头氛围凝重，

从股指期货四合约的交易情况来看，

周一 IF1209、IF1210、IF1212、IF1303四

合约分别下跌 57.0、59.0、59.0以及

62.8点 ， 下跌幅度分别 为 2.45% 、

2.52% 、2.49% 以及2.65% ，其中以收盘

价计，当月合约以及下月合约的升水

幅度分别为10.69以及24.29点， 较上

周五小幅下降。

在统计中金所公布的周一股指期

货交易数据的同时，成都商报记者注意

到，周一变化幅度最明显为主力净空持

仓量的变化， 昨日9月合约上主力净空

持仓量为7055手， 而10月合约上则为

8128手，两者合计15183手，较上一交易

日大幅增加3053手，创近期净空持仓量

新高。

席位持仓空头优势明显

整体净空持仓量的大幅增加勾勒

出了昨日多空主力之间的整体动向，而

如果从单个席位的持仓变化来看，这种

主力动向无疑更加具体。首先从传统空

头主力持仓变化看，周一，海通期货在

10月合约上加仓2562手空单，为昨日空

头阵营最大动作；从9月、10月合约空单

的合计持仓量看，传统三大空头主力中

证、海通以及国泰的空单持仓目前已经

分别达到13580手、11913手以及9623

手，对多头主力形成巨大压力。

面对主力空头施加的压力，昨日传

统净多头主力如广发、银河以及永安席

位亦进行了数百手左右的多单加持，但

昨日多单加仓力度最大的却为二线净

空头中粮席位，周一中粮期货当月同下

月合约多单合计增仓了1070手，而同时

值得注意的还有前期活跃的光大席位，

周一光大席位9月合约上减持空单405

手，而其同合约多单持仓却已退出多单

持仓前20的排名。

对于昨日成交情况， 有分析师表

示：“先前指数的大幅上涨是缺乏基本

面支持的， 受上市公司盈利预期下滑

等因素影响， 如果再没有实际政策的

出炉， 空头将再次成为目前市场的主

导力量。”

成都商报记者 樊国栋

中国政府开启了新一轮刺激大幕，美

联储方面也推出了新一轮量化宽松措施

（

QE3

），但是这一切 ，并未能给

A

股带来

希望。本周一，

A

股意外大跌，再度独立于

全球市场，这也让刚刚点燃做多激情的投

资者失望了。

其实，我在上周末的访谈中，也特别

指出了一点， 就是要关注中国央行的动

作，关注周小川行长的动作，但是在上周

末，市场期盼的进一步放松政策，却并未

到来，既然没有“活水”，没有增量资金的

援助，

A

股就难以延续涨势， 场内的做多

资金立即调转枪头，转入空头阵营。

我还提醒了一点，就是要密切关注周

期类公司的动向， 特别是银行和地产，并

指出这两个板块能否走强，将决定短期行

情的方向，可惜的是，银行、地产昨日联袂

杀跌，直接导致了行情急转直下。而另一

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黄金股，煤炭、有色

金属、工程机械、水泥这四大周期行业，在

昨日几乎全军覆没，它们可是本次反弹的

领军品种，称得上是行情的风向标。它们

的走弱，显示主流资金选择了撤退。

A

股市场出现了意外的下跌，我认为

这并不重要，我关注的是，为何仅仅维持

了一周的强势，

A

股市场就重新走弱？为

何美联储推出

QE3

后，

A

股不涨反跌？

我个人认为，这依然与中国的经济的

现状有着直接的关系，宏观面上依然处于

下行状态，下游的需求疲软，此时，美联储

强行推出

QE3

， 却会给中国带来新一轮的

通胀，因为目前下游需求尚未看到复苏的

迹象， 而上游原材料价格却大幅上涨，这

很可能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新

的压力，甚至是雪上加霜。所以，从中国央

行方面， 周行长没有在上周末有所动作，

也就可以解释得通了，因为在

QE3

推出后，

中国自己的可操作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

昨日大跌后，我对于

A

股的未来走势，

也会重新考虑，我认为，昨日的大阴线，如

果在接下来两至三个交易日内不能被收

复， 那就基本可以判断反弹行情已经结

束，市场将重新走上寻底之路。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17日发布中创高新技术企业指数

（

简称 “中创高新 ”，代码 “

399652

”

）。该

指数以2011年6月30日为基日，1000点为

基点。

编制方案显示， 中创高新技术企业

指数参考国家颁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 筛选出通过国家高新技

术认定管理小组审核的企业股票， 并按

照过去三年研究开发费用占比（

研究开

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率

）的均值由高

到低排名， 选取排名前50的股票作为指

数样本股。

深交所方面表示，中创高新技术企业

指数以企业的科研投入占比为选股衡量

指标， 彰显了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市场特

色，为市场主题投资提供了更为多样的投

资标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是高新技术企业

成长的摇篮，截至7月底，深交所中小板市

场中高新技术企业达512家，占比74% ；创

业板市场中高新技术企业达319家， 占比

92% 。

新华社

周一的一根45点长阴把9月7日的大

阳线吞吃大半，板块个股全军覆没。南京

的地产限价令、 本周的大规模解禁股上

市、 基金减仓等消息让市场垂头丧气。之

前Q E3打的鸡血效应已经消失殆尽。那种

希望股指快速上攻的预期落空，市场重回

之前的底部复杂盘整走势。要想打破盘局

仍然只能寄希望于更强大的外力。

对于大盘的技术走势，孙云波认为：周

末利空云集、股指期货临近交割，市场再现

“黑色星期一”，个股呈现普跌态势，最强

支撑点的失守并不代表2029点以来的反弹

结束， 股指接下来将考验前期在2050点附

近留下的跳空缺口，何时结束调整，关键在

于一些突发事件的明朗以及成交量的极度

萎缩，建议大家暂时持股观察！

早间节

目为您宏观把脉政策动向；各大机构最新报

告、重点荐股；场外专家团实况评点开盘走

势、第一时间捕捉当天热点。午间节目技术

点睛半天走势，承上启下之关窍，晚间节目

说大市、讲个股门道、打金章选手精彩实战。

今晚唐君、蔡苏为您详细解读盘面。

上证综指昨日以2120.62点小幅低

开， 全天呈现震荡走低态势。 盘中沪指

2100点整数位轻易告破， 午后下跌速度

有所加快。 尾盘沪指收报2078.50点，较

前一交易日跌45.35点，跌幅达2.14% 。

深证成指大跌256.36点至8483.69

点，跌幅达到2.93% 。

股指大幅走低的同时， 沪深两市个

股普跌，仅121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7只个股涨停。

权重指标股全线走低。 总市值排名

前30位的个股中， 中信证券大跌4.05% ，

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上汽集团等多只权

重股跌幅超过3% 。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625亿元和607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明显萎缩。

昨日所有行业板块均出现不同跌幅。

受中信证券等龙头股大跌拖累，券商保险

板块出现在跌幅榜首位。房地产、贸易服

务、汽车、煤炭等板块整体跌幅也都超过

3% 。石油燃气、银行板块跌幅相对较小。

沪深300指数未能守住2300点整数

位，收盘报2258.70点，跌56.84点，跌幅也

达到2.45% 。10条行业系列指数悉数告

跌， 且除300公用外跌幅都在1% 以上。

300工业表现最弱，跌幅高达3.33% 。

沪深B指随大盘大幅下行。上证B指

收报218.63点，跌5.63点，跌幅为2.51% ；

深证B指跌13.90点至567.74点， 跌幅也

达到2.39% 。

三季度业绩预报显示， 上市公司净

利润增速或出现大幅下滑。本周“大小

非”解禁市值超300亿元，对市场形成抛

压。 另外， 南京部分楼盘涨价备案被驳

回，令地产板块出现恐慌性杀跌，也在一

定程度上压制了市场表现。

新华社

A股昨再陷“黑色周一魔咒”

受三季度上市公司

业绩或大幅下滑等利空

因素影响，本周首个交易

日A股再现大幅下挫。上

证综指失守2100点整数

位，与深证成指同步出现

2%以上的较大跌幅。当

日所有行业板块均出现

不同跌幅， 券商保险、地

产两大权重板块领跌。

前期低点

或再次面临考验

不是救命稻草， 只要央行不相应开

闸放水， 那么大盘彻底走强还是缺

乏底气。

经过昨日的大跌之后， 上证指

数再次跌破2100点，目前点位距离前

期低点2029点不到50点的距离，后市

大盘是否有可能创新低？

中信证券分析师认为， 由于市

场长期缺乏成交量， 因此后市的确

存在继续探底的可能。不过9月之后

宏观经济同比、 环比数据逐步向好

将是大概率事件， 经济短期见底预

期将逐步明朗， 因此A股也有望在

短期完成对底部的确认。 从操作上

来看，在市场反复震荡探底过程中，

可保持对基建、 有色等周期类行业

的持续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 曾子建

股指期货主力净空持仓暴增3000手

18：00~18：40

CDTV-2《每日财经》与您见面

深交所发布中创高新技术企业指数

意外的大跌

道琼斯

纳斯达克

德国DAX

A股

没有花香

没有树高

我是一棵“涨”

不大的小草

图据中国经济导报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

的财经日报，周二至周六出版。成都各报摊

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86740011

。更多精彩内

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齐鲁证券最赚钱部门被曝截留奖金

3位中高层离职 12

上证指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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