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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策略评论  

上攻受挫久盘必跌   做空动能集中释放                                              

昨日市场承接上一交易日跌势，继续震荡调整。尽管隔夜美股持续上涨，但国际原油

期货价格出现了近期较为强劲的反弹，消息面上也没有实质性利好出台，在这种背景

下，上证综指在近几个交易日对 2900 点久攻不下后，最终选择了向下突破 30 日均线，

地产、金融等权重板块依旧保持弱势。但是从量能方面来看出现了一定萎缩，表明在

经过连续调整之后，市场做空动能得到一定释放。昨日的大幅度调整对市场稳定形成

了一定冲击，应密切关注政策面的有关反应和动向。 

昨日上证指数开于2,844.65点，最高2,848.00点，最低2,744.10点，收盘于2,775.72

点，下跌 60.95 点，跌幅 2.15%，振幅 2.60%，成交金额 435.78 亿，较上一交易日减

少 53.35 亿元。沪深 300 开盘于 2,894.25 点，最高 2,899.07 点，最低 2,804.70 点，

收于 2,805.21 点，下跌 79.17 点，跌幅 2.74%，振幅 3.27%，成交金额 311.79 亿，

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30.45 亿元。深成指开盘报 9,735.51 点，最高 9,760.58 点，最低

9,470.33 点，收盘于 9,470.33 点，下跌 245.46 点，跌幅 2.53%，振幅 2.99%，成交

金额 250.73 亿，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9.81 亿元。 

昨日 23 个行业全面下跌，食品饮料、信息设备、综合、采掘、农林牧渔 5个行业跌

幅较小，幅度分别为 1.40%、1.55%、1.63%、1.79%、1.89%，跌幅最大的 5个行业分

别为房地产、电子元器件、交运设备、轻工制造、餐饮旅游，分别下跌 3.82%、3.52%、

3.44%、3.33%、3.25%。风格方面，各板块跌幅相近，呈普跌状态。 

近期市场就内在因素来看，仍然是较为疲弱，年初以来造成指数飞流直下的诸多因素

并没有发生根本性逆转，“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大小非问题在 8

月份也不合时宜地浮出水面，再加上大盘股迫不及待地发行上市，对本来就处于捉襟

见肘的资金面更是雪上加霜。尽管近期状况有所好转，但是各方的共识却是一致的，

这里仅仅是反弹，还远不到说反转的时候。市场期望在当前这个特殊时期形成行情，

实质上就是希望能够用信心来支持市场稳定，改变投资者的期望，进而改变市场运行

趋势。但是现实表明，仅仅光靠信心是不够的，2900 点的久攻不破，终于令投资者

失去了耐心。而此前部分投资者天真地将市场的疲弱归因于美股的大幅度下跌，也在

这两个交易日受到了市场“跟跌不跟涨”无情的回击。 

不过从成交量方面来看，近两个交易日出现快速萎缩，表明空方能量已经开始得到一

网址：Http://www.longone.com.cn     电话：(86-21)50586660 转 8959      传真：(86-21)50586660 转 8973     E-Mail: dhresearch@longone.com.cn                



                                                          

网址：Http://www.longone.com.cn     电话：(86-21)50586660 转 8959      传真：(86-21)50586660 转 8973     E-Mail: dhresearch@longone.com.cn                

定释放，单日成交量已经低于 7月中旬沪指探至 2660 点附近的水平，市场杀跌的动

能并不充分。而且从昨日尾盘 10 分钟的分时成交来看，有异常放大迹象，而指数并

未出现快速下跌。如果近日能够有实质性利好措施出台的话，指数仍然有望维持在

30 日均线附近震荡。毕竟，在这样一个时期，盲目做空面临的风险也极大。 

早间消息面上较为平静，隔夜美股和油价双双下挫。财政调控政策出手，部分纺织品

退税提高，预示着财政政策开始松动，市场中可能会出现部分结构性机会。 

操作策略上，如果周五盘中股指再度大幅度调整，短线可以以适量仓位进场搏取反弹。

中小盘成长股仍是重点关注目标。 

分析师：鲍庆 021-50586660-8957 bq@longone.com.cn 

 

境外市场评论  

港股：港股今高开低走，美股昨晚的中幅上涨并未促使港股进一步上扬并不奇怪。

美股昨晚没有收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做空的投资者平仓所带来的，其今天对港股等亚

洲股市的正面推动作用并无实质性的东西在里面。港市震荡盘整也就在意料之中。港

股成交量较前一交易日萎缩 10%～20%。红筹的成交量放大超过 20%。今晚美国方面将

披露第二季度的 GDP，数据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美股今晚的表现进而港股明天的走

势。 

我们还是维持近阶段的判断，除非今晚的数据太离谱(或高或低),否则港股不会出现

大幅度的涨跌。一切如预期的话，港市逐步上行的可能性很大。 

A-H 溢价指数收 121 点，跌幅 2.3%。 

香港创业板指数跌 0.1%，收在 765 点。 

A-H 股折价（A股价格低于 H股价格）排名前三的是： 

股票 折价 

鞍钢股份 -10.10%
中国平安 -10.04%
海螺水泥 -8.44%

恒生指数/国企指数期货 

期限 收盘 

恒指 8月合约 22,775  

恒指 9月合约 22,690  

国企指数 8月合约 12,545  

国企指数 9月合约 12,515  

亚洲其它主要股市表现（除中国大陆）：涨多跌少，幅度不大。 

 

美股：第二季度 GDP 低于预期，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创 5 年来的新低，原

油价格又下跌 2美元/桶，Federal Reserve 前主席 Alan Greenspan 又发表对市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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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言论，种种消息最终导致Dow指下跌超过200点，近1.8%，S&P500下跌1.3%而Nasadq

则略微下跌 0.2%。但板块中的金融板块上涨则是个好消息。 （详情见今天的美股日

报） 

另外，美国纽约银行 ADR 中国指数昨收于 429 点，跌幅 2.5%。 

欧洲主要股市涨跌互现幅度不大。 

美国市场期货及汇率 

外汇 牌价 涨跌 

NYMEX 原油期货价 124.08 -2.12% 

LME 黄金现货价 914.07 0.88% 

美元/人民币 6.8313  0.07% 

欧元/美元 1.5603  0.17% 

美元/日元 107.9100  -0.20% 

美元指数 73.23  (0.13)

3 个月欧洲美元存款利率%(08 年 8 月合约) 2.77  (0.18)

美元人民币期货 08 年 9月合约 6.8074 0.22% 

美元人民币期货 08 年 12 月合约 6.7317 -0.09% 

美元人民币期货 09 年 3月合约 6.6129 0.07% 

                  

分析师：徐缨 021-50586660-8701 xuying@longone.com.cn 

 

 

行业公司评论  

      医药行业 

恒瑞医药(600276)2008 半年报点评: 

公司 2008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11.97 亿元，同比增长 33%，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1.92 亿元，同比增长 24.7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54 亿元，同

比增长 76.15%，每股收益为 0.37 元,每股经营净现金流 0.169 元。净资产收益率

10.91%，较去年同期增加 1.49 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有： 

1、销售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片剂、针剂、原料药快速增长，特别是原料药较去年同

期增长 100%以上达 103.26%。 

2、销售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管理费用却大幅下降，从去年同期 1.75 亿元减少到今

年 1.2 亿元，显示公司收入增加的同时管理水平亦大幅提高。 

3、报告期内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亏损达 8529 万元，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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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盘蓝筹股，进一步亏损的空间不大，而一旦市场走强，其盈利可期。 

公司作为我国西药制造的龙头企业，在我国抗肿瘤领域具有绝对领先的市场地位，随

着我国新医改向大病治疗的倾斜，公司将较明显受益于新医改；,今年上半年，公司

在研发方面维持一贯的持续高额投入，又投入了 8000 多万元，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

公司面向美国等成熟市场的海外认证工作也将使得公司未来的发展值得期待；在处方

药领域销售稳步增长的同时，公司近期收购了华晨医药公司作为公司 OTC 类产品的销

售平台，开创了新的销售渠道。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发展予以关注。 

   分析师：袁舰波 021-50586660-8962 yjb@longone.com.cn

张 飞 021-50586660-8969 zhf@longone.com.cn

      

纺织服装行业 

行业点评： 

7月31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公布纺织服装行业的出口退税率从8月1日起从11%上调

到 13%，基本符合我们之前的判断。预计出口退税上调能增加 08 年行业利润 70 亿元。

该政策对中小出口拉动型企业影响更大，如金飞达（002239），而对行业龙头企业的

利润影响不超过 5%。 

 

分析师：张先萍 021-50586660-8971 zxp@longon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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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一、行业评级 

 

推荐 　 Attractive：预期未来 6 个月行业指数将跑赢沪深 300 指数 

中性 　 In-Line：  预期未来 6 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持平 

回避 　 Cautious： 预期未来 6 个月行业指数将跑输沪深 300 指数 

 

二、股票评级 

 

买入 　 Buy：        预期未来 6 个月股价涨幅≥20% 

增持 　 Outperform： 预期未来 6 个月股价涨幅为 10%-20% 

中性 　 Neutral：     预期未来 6 个月股价涨幅为-10% - +10% 

减持 　 Sell：        预期未来 6 个月股价跌幅>10% 

 

三、免责条款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研究所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获取的资料，但本公司及其研究

人员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反映研究人员个人的不同设想、见解、分

析方法及判断。本报告所载观点并不代表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或任何其附属或联营公司的立场，且报告

中的观点和陈述仅反映研究员个人撰写及出具本报告期间当时的分析和判断，本公司可能发表其他与本报告

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可能因时间和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导致与事实不完全一

致，敬请关注本公司就同一主题所出具的相关后续研究报告及评论文章。本报告中的观点和陈述不构成投资、

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 

本报告旨在发给本公司的特定客户及其他专业人士，但该等特定客户及其他专业人士并不得依赖本报告

取代其独立判断。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

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本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

发布之间已经了解或使用其中的信息。 

本报告版权归“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

式的翻版、复制、刊登、发表或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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