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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指数             （2 月 1 日）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 PE 

上证指数 2785.43 -0.90 28.14 

深证综指 659.33 +3.80 29.45 

沪深 300 2395.17 +9.54 / 

上证 50 2051.66 -1.24 25.69 

深证成指 7700.64  +67.71 / 

上证国债指数 111.75 -0.03 / 

 
参考数据                 （2 月 1 日） 

标的名称 最新 涨跌 PE 

香港恒生指数 20430.16 +323.74 15.83 

香港国企指数 9541.97 -60.43 21.35 

道琼斯 12659.42 +37.73 / 

纳斯达克 2463.93 +15.29 / 

人民币／美元 7.7615 +0.0161 / 

NYMEX 原油 57.80 -0.17 / 

LME3 月期铜 5700 -40 / 

 
行业指数涨幅榜           （2 月 1 日） 
行业指数 收盘 涨跌 

采掘业 5284.52 +90.51 

食品饮料 3039.13 +49.02 

批发零售 2776.75 +45.17 

资料来源：天相数据 

 
行业指数跌幅榜            （2 月 1 日） 
行业指数 收盘 涨跌 

黑色金属 3329.68 -53.98 

运输仓储 2947.04 -33.67 

木材家具 2011.86 -25.17 

资料来源：天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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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研究】 

 
 尚福林：股指期货上市前准备工作正在开展 

 
【行业分析】 

 
 信托公司业务获重大突破 

 
【公司点评】 

 
 兴业银行（601166）下周一上市 

 江淮汽车（600418）：进军轿车领域开辟新天地 

 新湖创业（600840）：06 年业绩狂飙远超预期  上涨空间极大 

 中国铝业：氧化铝提价 50% 

 

【近期报告】 

 
 20070201_政策点评_AA_简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

点领域指南（2007年度）》（邓淑斌） 

 20070119_点评_AA_沪东重机_600150：中船集团借沪东重机横空

出世（张仲杰） 

 20070118_策略_AAA_投资策略周刊（2007年第4期）（策略部） 

 20070117_策略_AAA_07年度一季度出台新货币紧缩政策将难以

避免（2006年宏观策略）（张冬云） 

 20070116_点评_AA_晋亿实业（601002）：稳步发展的标准零件制

造商（张仲杰） 

 20070115_策略_AAA_投资策略周刊（2007年第3期）（策略部） 

 20070114_调研_AA_一汽夏利(000927)调研报告（余兵） 

 20070113_分析_AA_从业绩预告中寻找绩优品种（邓淑斌） 

 20070112_点评_AA _土地增值税政策并未发生重大变化（苏小

波） 

 20070111_公司分析_AAA_中创信测（600485）投资价值分析（时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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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研究 

 

 

尚福林：股指期货上市前准备工作正在开展 

 

据中证报透露，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日前在出席中国期货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

次会议时表示，目前，中国证监会正在按照标准高、起步稳的原则，认真开展股指期货上

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市场参与各方，必须本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精心

组织，把期货市场建设成一个结构合理，安全高效，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 

尚福林指出，当前，我国期货市场呈现规范发展局面。近年来期货市场法制不断健全，

基础制度趋于完善，交易品种日益丰富，市场秩序良好，功能逐步发挥，社会各方对期货

市场的认可程度显著提高。在此基础上，应把机构投资者教育放在首位，稳步推出股指期

货产品。 

（王容 021-50588666*8109） 

 

 行业分析 

 

信托公司业务获重大突破 

 

信息： 
昨日，中国银监会发布新修订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点评： 

和原来的管理办法相比较，此次办法规定的信托公司业务有如下突破：首先，信托产

品可以公开募集。信托公司单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人数将不再受 200 份合同份数的限制，

集合信托计划可引入合格投资者，并不作数目限制。但是，单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自然

人人数不得超过 50 人。其次，允许信托公司在异地开展业务，但信托公司异地推介信托计

划时，应当在推介前向注册地、推介地监管部门报告。在业务范围上，新办法规定，信托

公司可以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可开展对外担保业务。另外，新

的办法不再禁止信托公司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其他公共媒体进行营销宣传。新办法的

实施将给中国的信托业注入新的活力，使其真正成为继银行、保险、证券之后的金融“第

四极”。 

（苏小波 021-50588666*8017） 



  

 第 2 页

 

 公司点评 

 

 

兴业银行（601166）下周一上市 

 

信息： 

兴业银行（601166）今日发布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司将按照原定计

划于 2 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届时将有 45075 万股兴业银行 A 股上市流通。 

点评： 

兴业银行是一家快速成长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有着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

其零售业务正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通过此次发行 A 股募集资金之后，兴业银行的资本充

足率将达到 12%左右，这将为公司未来快速发展奠定基础。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兴业银行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57.22 亿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约为 6.1 元。估值模型计算结果表明，

兴业银行的合理市净率范围约为 3.3—3.8 倍，未来 6—12 个月内的合理价格区间为 22.5

元—25.8 元，合理价值中枢为 24 元。预计上市首日运行区间 25 元—32 元。 

（苏小波 021-50588666*8017） 

 

 

江淮汽车（600418）：进军轿车领域开辟新天地 

 

信息： 

    江淮汽车（600418）日前接到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转达的国家发改委批复文件,同意公司

在现有生产设施的基础上增加轿车品种。 

点评： 

    江淮汽车在国家加强汽车行业产业调整的背景下取得轿车生产资格显示政府部门对公

司综合竞争力的肯定。公司历史上多次成功实施业务拓展和转型，由零部件生产企业逐步转

变为商用车、乘用车制造企业，最终将成为全类型汽车集团。公司超前的发展战略、准确的

市场定位、优秀的管理能力、稳健的经营作风是效益持续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竞争优

势主要表现在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良好的管理水平、不断增强的零部件制造能力、

成本优势和优秀的营销能力。继续局限于商用车领域发展空间有限，而轿车行业中长期发展

前景明朗。公司进军轿车领域内务部条件具备，该业务将成为江淮汽车新的利润增长点和走

向全能型汽车制造企业的助推器。 

（余兵 021-50588666*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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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创业（600840）：06 年业绩狂飙远超预期  上涨空间极大 

 

信息： 

新湖创业（600840）今日发布公告，2006 年业绩狂飙，每股收益为 0.687，扣除后为

0.613，增长了 230％。公司同时发布年报分配预案，每 10 股送 6 股派 0.667 元(含税)。 

点评： 

新湖创业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黑马股（已选入中原证券 07 年 2 月份重点股票池），近年

来业绩增长一直很快，05 年业绩增长 111.82％，06 年再次爆发增长 230％。此前，机构预

测 06 年业绩增长仅为 20.59％，每股收益仅为 0.36。机构关注非常少，06 年最后一季度

仅有海通证券入主，持股 260 万股，持股 1.37％（限制流通股），成为第二大股东。 

    按照 2月 1 日收盘价计算，其市盈率仅为 18.69，极具投资价值。我们维持已给出的

短期买入，长期增持的评级。 

（陈轶劭 021-50588666*8040） 

 

 

中国铝业：氧化铝提价 50% 

 

信息：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600.HK）自昨日起将氧化铝现货价格从每吨 2400 元上调至

每吨 3600 元，上调幅度达 50%。 

点评： 

继 7 家非中铝系企业结成的氧化铝联盟减产提价，将氧化铝价格提高到每吨 2900－

3300 元后，此次中国铝业主动提价，将氧化铝价格提高到每吨 3600 元。 

由于客户在中国农历新年假日前增加库存，以及此前进口氧化铝离岸价格比较贵，从

而导致氧化铝供应相对紧张的情况，是中铝及 7 家非中铝企业提价的有利条件。预计现货

市场在未来十几天内将逐步上涨，与中国铝业趋于一致。 

本轮氧化铝价格反弹只是短期现象，对原铝市场的冲击将十分有限，在氧化铝产能大

幅增加的情况下，其价格反弹高度将受到限制，这样对电解铝企业的影响也只是暂时性的，

而对于那些拥有长期原料供应合同的企业来说，影响则更为有限。     

（王强 021-50588666*8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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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报告 

 
 

简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07 年度）》 

 

要点： 

“2007 年度《指南》”是在新形势下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

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进一步贯彻落实。 

“2007 年度《指南》”也是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具体配套政策之一。 

“2007 年度《指南》”涉及的相关行业将在行业的内部体制改革和外部发展环境等方

面得到政策扶持，这将极大地提升这些行业及企业的竞争力。 

（邓淑斌 021-50588666*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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