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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论道

■ 评级简报 Report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常用技术分析指标数值表（2013年 11月 26日）

数据提供：长城证券杭州分公司

研报唱多国企改革“国改热”进行中

□本报记者 魏静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全

文正式定调国企改革，

A

股市场围

绕国企改革的炒作潮就一直未停

止， 尤以上海本地国资概念股的

炒作为甚。 其中，上海九百、上海

梅林及友谊股份等上海本地股

11

月

15

日当日就以涨停板 “迎接”

决议全文的公布，而后一周多虽

然盘中有调整，但上海国资概念

股整体依然呈现出急速拉升的

态势。 分析人士表示，短期来看，

随着上海国资改革方案公布时

间点的临近，围绕上海国企改革

的炒作将迅速升温，再加上主流

券商纷纷发表研报唱多国企改

革，预计国企改革概念第一波的

急涨阶段还在进行中，不排除国

企改革概念也呈现版图式炒作

的可能。

上海国企改革

或临近方案公布期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

闭幕， 新一轮的改革已然鸣笛起

航。其中，国企改革成为资本市场

广泛关注的焦点。日前，国资委方

面表示， 要进一步完善全面深化

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思路、 重点

领域和措施步骤， 推动顶层设计

和战略规划，制订好路线图、时间

表。相关改革方案争取在“三中全

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

改革局面。业内专家认为，产业的

开放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与股权

的证券化、社会化与国际化，将是

未来改革的方向。

在国企改革持续升温的背景

下， 日前有媒体报道上海市国资

委鼓励并支持企业将考核与激励

同公司的业绩更紧密地挂钩，建

立健全更为市场化的激励机制。

而按照上海国资改革的计划，上

海所有整体上市的公司均将推出

激励方案。

据业内人士透露，未来几年，

上海大部分国资产业集团有望实

现整体上市或者核心资产上市，

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规

范运作，接受社会的监督，实现市

场化发展。据悉，上海国资产业集

团的改革，将实现两大突破，即体

制突破与内在动力机制突破。 有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上海将

使国资产业集团

90%

以上的营业

收入和利润来自主业， 净资产收

益率平均达到

6%

以上。

目前，上海的国资国企改革

明显提速，以上海建工、上海汽

车为代表的多家企业先后推出

了重组方案。 有分析人士指出，

如果说前一轮上海国资改革主

要体现为大集团的 “主业定位”

和“整体上市”，那么新一轮的改

革， 则是在分类监管基础上，将

竞争类企业完全推向市场，以市

场为导向，以企业经济效益最大

化为主要目标，让这些企业成为

国际国内同行业中最具活力和

影响力的企业，真正成为促进上

海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主

力军。

主流机构纷纷唱多国企改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全文

正式公布之后， 资本市场围绕国

企改革的讨论就未停止过， 主流

机构更是不断发表研报唱多国企

改革主题。

申银万国证券发表研报指

出，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大幕即

将打开，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是

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 改革有望

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 提升经济

效率、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对资本

市场来说， 将有助于提升相关行

业、公司业绩与估值，并带来新的

投资机会。

其中，受益于新一轮“国资

国企改革” 的投资思路主要有

四条：其一，实力较强、资源丰

富的国企有望向“淡马锡模式”

转变， 成为国资流动与整合的

平台；其二，部分国企有望通过

改革改善经营效率，释放业绩，

提升市场估值；其三，伴随国资

有序流动，部分行业“国退民

进”，民营企业有望在更加“市

场化”的环境中胜出；其四，进

入原先国有垄断领域的民营

企业将扩大投资，上游行业有

望受益。

海通证券也陆续发表研报指

出，各地国资情况差异非常大，改

革方案需区别对待。 从国资的地

域分布来看，上海、广东、山东、

江苏、安徽、浙江等经济较发达

区域上市公司资源较为显著，同

时整体资产质量较好。 而不同区

域的国资，资产的分布状况也各

不相同，如上海资产主要集中在

汽车、建筑、房地产、电力设备、

商贸零售行业，山东资产主要集

中在煤炭、汽车、钢铁、基础化

工， 而江苏省资产集中在房地

产、机械、交通运输、食品饮料、

汽车等行业中。

平安证券最新发表的研报

认为， 在可能的国企改革热潮

中，更建议关注国有企业分布优

势地区的优质公司。 区域角度，

建议围绕上海、 广东、 山东、江

苏、安徽等国企质量相对较好的

地区挖掘投资机会； 行业角度，

建议围绕汽车、家电、医药、文化

等消费类的竞争性行业筛选投

资标的。而对于那些夹杂于国企

改革投资主题中的公共类和平

台类企业，则建议相对谨慎。 公

共类企业如果改革得当，还有一

定可能成为未来的现金流品种；

而那些平台类企业则只可能成

为甩包袱的集中地。 另外，即使

在竞争性行业中，对那些国企质

量欠佳的内地省市和经营环境

不好的过剩性领域也需要抱有

足够的警惕。

沪“国改热”

或带活国企改革版图式炒作

早在

11

月

15

日三中全会决议

全文公布当日， 上海本地股就掀

起了一波炒作盛宴，上海梅林、上

海九百及友谊股份当日均封死涨

停板， 城投控股当日也出现了较

大幅度的上涨；其后，上海本地国

资股虽然盘中出现震荡， 但仍延

续此前的急涨态势， 只是领军人

出现“换脸”。

本周以来，诸如中华企业、益

民集团等上海本地股强势上涨，

周一携手涨停， 并带动友谊股

份、上海梅林、上海九百、城投控

股等相关概念股拉涨； 本周二，

锦江股份强势涨停，继续演绎上

海“国改热”，城投控股、友谊股

份等概念股也跟随出现了较大

幅度的上涨。

事实上，在上海国企改革概

念持续活跃的背景下，地方国资

改革概念龙头早已开始了频创

新高之旅。 合肥三洋本月持续拉

高，近日更几乎是日日刷新历史

新高，昨日该股续涨

2.65%

，报收

14.35

元。除此之外，四川长虹、格

力电器也是基于国企改革的强

烈预期而持续位于历史高点附近

徘徊。

分析人士表示， 随着上海

国资改革方案的即将公布，国

资改革热将再度强势袭来，预

计相关概念股仍处于第一阶

段情绪推升的拉涨阶段，不排

除接下来将呈现版图式炒作

的可能。

东方电热（300217）

进军海工油服 打造油服航母

东方电热近日公司公告称：

其全资子公司江苏瑞吉格泰油气

工程有限公司投资

10.65

亿元建

设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 公司

此次投资一是，扩大生产能力、满

足市场需求的需要。二是，促进转

型升级、 实现长期发展战略的需

要。 三是能够与公司工业电加热

器形成优势互补、资源整合，达到

的效果。

东兴证券指出， 公司十亿元

投资打造最具实力的海洋油气处

理系统航母， 彰显公司海上油气

处理技术实力， 为公司未来发展

奠定了基础。首先，项目达产后年

收入达

13.7

亿元，净利润

2.7

亿元，

增厚

EPS

约

1.36

元，极大拉升公司

业绩；其次，借助新加坡公司销售

渠道，积极拓展东南亚、中东等油

气分离市场， 加速整合传统石油

管输电加热器和瑞吉格泰油气分

离业务，起到强强联合的效果，提

升海外油气业务； 最后， 瑞吉格

泰自上而下的整体系统模拟与

优化设计为海上平台客户带来

了极高的可靠性与极佳的经济

效益，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具有海

外设计认证资质和诸多项目案

例的公司， 进入一片蓝海的海上

油气分离领域。

此外， 整合传统工业电加

热器后，公司将会打造集研发、

设计、 生产制造及技术服务为

一体的综合性油气服务一站式

供应商，产业链更加完善。 东兴

证券持续给予公司“强烈推荐”

评级。

北京利尔（002392）

存量市场中寻求盈利模式创新

北京利尔近日公告拟与青岛

特殊钢铁有限公司、 青岛坤博进

出口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三

方共同出资设立青岛斯迪尔盛新

材料有限公司， 三方出资比例分

别为北京利尔

49%

、 青钢公司

35%

、青岛坤博

16%

。 北京利尔为

合资公司产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和服务， 负责合资公司的生产经

营和管理。长城证券表示，该项目

是公司利用在钢铁行业的客户资

源优势， 实现了公司对冶金炉料

市场的拓展， 进一步完善了公司

的产业布局， 丰富了公司的产品

结构， 提高了公司对下游客户的

服务能力， 有助于公司形成新的

增长点。

长城证券指出，在“城市钢厂

环保搬迁” 浪潮这一时代背景为

龙头耐火材料企业创造的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耐火材料在钢

铁企业产品结构调整的大背景

下将面临更高要求，钢厂为缩减

支出和控制成本而越来越倾向

于将炼钢外的辅助项目外包，那

些资金实力、研发能力较弱的中

小型耐火材料厂面临的市场空

间将逐步收窄而不得不退出，强

强联合成为必然，从而促进了耐

火材料行业集中度的提升，龙头

企业作为行业整合者将最大程

度受益。 新设立的青岛斯迪尔盛

新材料有限公司符合“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鼓励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的文件精神。 “内生（自

身周期向上）

+

外延（并购业绩贡

献和更进一步的并购整合实

施）” 有望推动公司在未来三年

内持续快速增长，公司增长的持

续性逻辑有望逐步被市场认可。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首次给予公

司“强烈推荐”评级。

杰瑞股份（002353）

外延拓展或加快

杰瑞股份公告对外投资。 杰

瑞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杰瑞能服

将认购加拿大西山公司（

West

Mountain Capital Corp

）新发行的

股份，总价约

700

万美元（股份占

比

39%

）。 同时，杰瑞能服将与西

山集团旗下的

PS2SH

（

Shanghai

Phase Separatio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成立合资公

司（股份占比

70%

）。

长江证券指出， 公司这次的

项目有助提升公司技术实力，完

善油田环保服务体系。 西山公司

成立于

2005

年， 于

2006

年在加拿

大多伦多股票交易所上市， 该公

司拥有领先的热相分离技术

（

TPS

），在油气田环保业务方面有

非常强的竞争力。合作达成后，西

山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PS2

（

Phase Separation Solutions Inc.

）

会将热相分离技术独家许可给合

资公司， 并独家授权杰瑞能服生

产合资公司及西山集团所需的热

相油气分离设备。

合资公司将成为杰瑞油田环

保业务发展的重要平台。 为公司

拓展国内、 中国油公司国外油气

田有害废弃物服务市场进一步提

供有利条件。长江证券表示，坚定

看好公司前景， 未来三年净利润

复合增速或达

45%

以上，维持“推

荐”评级。

民爆服务行业向千亿矿山采剥市场进军

□中银国际 苏文杰 倪晓曼

目前， 炸药企业自身增长

增速放缓， 存在向下游爆破服

务延伸的愿望。 在利润下降及

国企改革推进的共同影响下，

大型国有矿山企业越来越向具

备比较优势的矿山资源储备和

开发领域集中， 将拖累企业业

绩的自有爆破队剥离的欲望愈

发强烈。 矿山采剥行业上下游

意愿渐趋一致， 炸药企业吹响

了向爆破服务进军的号角。 在

民爆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过程

中， 优秀企业可以凭借自身资

质 、技术 、人才 、品牌 、资金等

优势抢占更多的市场， 在极其

分散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成长

为跨区域大型领军企业， 炸药

爆破领域诞生百亿规模企业将

不再是梦。

民爆一体化快速发展

炸药行业收入利润增长出

现困境， 向下游爆破服务延伸

意愿强烈。 炸药销售价格受国

家管控，成本难以继续下降，预

计炸药的毛利率很难有继续提

升的空间。 而炸药行业需求呈

现低迷状态， 炸药企业想要继

续增加收入利润， 单靠炸药销

售已经很难达到目的， 这就逼

迫炸药企业要么并购其他炸药

企业，要么向下游延伸产业链，

向爆破服务进军。 但炸药需求

呈现低迷状态， 单纯的并购没

有太多意义， 所以向下游延伸

就显得更加必要。

利润下降及国企改革共同

作用，矿企剥离采剥业务愿望逐

渐强烈。 大型矿山企业这几年毛

利率在下降，很多自有爆破队原

来浑水摸鱼也能赚钱，但现在矿

山盈利变差，很多自有爆破队拖

了大型国有矿山企业的后腿。 随

着国企改革逐渐推进，大型矿山

将采剥业务剥离的意愿愈发强

烈。 小型矿山企业一般没有足够

的财力物力去采购设备、获得爆

破采剥资质、 组建爆破人员团

队，小型矿山企业也有外包矿山

采剥业务的意愿。

民爆一体化服务模式是我

国矿山开采的前进方向。 在金属

非金属矿山推广爆破作业“一体

化”服务，可以从源头上杜绝矿

山企业违法违规使用民用爆炸

物品， 降低爆破作业安全风险。

宁夏是全国第一个全面推广创

新涉爆作业安全监管模式的省

区，后续国内其他省份有望相继

推广，民爆一体化服务有望快速

增长。

行业尚需领军企业

目前我国矿山采剥集中度

较低，优势企业发展前景广阔。

5

家民爆上市公司

2012

年爆破服

务收入占比加起来，行业不完全

占比也仅为

2.76%

， 这表明目前

爆破服务市场集中度非常低。 这

也给优秀企业带来了一个良好

的发展机遇，在民爆一体化的快

速发展过程中，优秀企业可以凭

借自身资质、技术、人才、品牌、

资金等优势抢占更多的市场，从

而让自己快速成长起来。 对优秀

的矿山采剥企业来说，这是一个

最好的时代。

从资质来说，宏大爆破在民

爆上市公司里面最为齐全，其拥

有营业性爆破作业一级资质、矿

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另

外还有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

包企业一级资质和土石方工程

专业承包企业三级资质；其次资

质较为齐全的分别是江南化工、

雅化集团。 从人才来说，目前宏

大爆破高级人才积累最多，项目

经理达到

70

人左右；江南化工的

总的人才积累跟宏大爆破差不

多，但高级人才相对较少，高级

职称达到

40

人左右。 总体来说，

宏大爆破、 江南化工在人才、资

质领先同行。 在向矿山采剥服务

业进军的浪潮中， 江南化工、宏

大爆破凭借先发优势有望获得

更快更好发展。 在民爆一体化的

快速发展过程中，优秀企业可以

凭借自身资质、 技术、 人才、品

牌、 资金等优势抢占更多的市

场，在极其分散的市场中脱颖而

出， 成长为跨区域大型领军企

业，炸药爆破领域诞生百亿规模

企业将不再是梦。

（边栏）博客论道

沙郑风：后市反弹或将延续

周二大盘延续震荡行情，指数出现小幅下跌。 盘中，高送转、可穿戴概念强势领涨，航天军工、生态农业概念快速崛起，天津自贸区概念大幅回调。 由于中石化的爆炸事件，造成中国石化股价连续下挫。 作为主要的权重指标股之一，中国石化的涨跌对大盘有重要影响。 但是，沪指已经缩量，年线支撑力度较大，短线技术指标修复明显，后市反弹或将延续。 改革方面，三中全会后更多的改革措施将出台，市场必然会挖掘更多的改革利好股，股价相对涨幅不大，且具有改革潜力的股票投资者可逢低吸纳，如天津板块后，宁波板块今日的再次大井喷。

此外，高送转概念值得关注，每年年报高送转的个股都是主力必炒的概念，尤其是年报业绩大幅增长以及存在高送转预期的个股，更是一年之末最后的看点，因此具有真正高送转潜力的个股值得我们坚决持有。

林之鹤：操作上保持谨慎

两市周二窄幅震荡，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突破走势，缩量窄幅震荡是周二的主要格局。 短期市场需要消化短线技术面压力和基本面、资金面的限制。 大盘振荡难以避免，主题热点活跃的强弱将关系到大盘表现的强弱。 但无论指数表现如何，改革相关的主题投资表现料继续强于大盘。

从技术上来看，沪指继续保持在2190点下方的偏弱格局中，成交量方面依然是抑制系统行情展开的障碍，因为目前继续保持在2190点下方，因此建议操作上保持谨慎为主，只有后市再度站上2200点才算是指数系统走强的信号。 短线而言，市场依然存在中阴或中阳的突破要求，等待信号明朗化。 周四阻力位2230点，支撑位2160点。 关注焦点一是外围市场涨跌幅度，二是成交量放大还是继续萎缩，三是2210点区域的阻力轻重。

红马猎庄：三大技术信号暗示突破向上

周二盘面上，股指出现了三大技术信号，暗示股指即将出现向上突破：第一，由近期周线上看，股指已经位于自2441高点和1849低点以来的三角形末端位置，即将出现方向性选择，而且大盘自2月份以来的第5次上攻2230以上筹码密集区域，向上突破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日线上MACD指标DIF上穿0轴，DEA也即将上穿，周线上KDJ形成金叉，MACD出现二次发散迹象。 预示着市场正在逐步进入强势区域。 第三，连续多天于2200整数关口前围而不攻，多天高位震荡和2200点在多空双方手中不断易手，2200点上方的筹码已经开始出现松动迹象，盘面抛压相当小。 由于时间窗口临近，股指的成交量在极端萎缩的情况下，很可能将于本周内完成变盘，而变盘完成后将会带来各种新的板块

热点，投资者需要提前出击，以免延误战机。 经过充分回调的军工类个股，舟山自贸区板块等都是投资者近期必须布局的强势板块。

玉名：三要素阻挠主力发动行情

大盘周二再度呈现弱势振荡行情，目前主力不敢做行情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近期大盘持续在2200点整数位震荡，多空分歧日益加剧，临近年底，基金排名大战已悄然打响，国内较大型基金都开始为自己的排名而战了，这样就出现了场热点轮动节奏加快，难以出现持续性系统性行情。 此外临近年底，市场流动性将会面临大的考验。 上周虽然有央行连续的逆回购释放流动性，但几百亿的逆回购尚不够大小非减持的金额，这也导致了市场难于形成统一的做多步伐。

二是，热点效应较弱。 从最近连续几天的走势来看，盘中下跌过程中显然是有资金托底，但是明显资金还不够，利好效应、改革红利逐步消化之后，赚钱效应不足以吸引场外资金入市，导致行情逐步走弱。

三是，市场缺乏反弹动力。 前期热点退潮调整延续，新的市场热点难挑大梁。 改革政策的发布虽然激励市场上演了小幅反弹，但短期红利迅速释放后呈现上涨乏力状况，热点持续性短、轮换快、热度趋降，未能形成良好的赚钱效应，市场情绪趋于谨慎。 策略上，投资者还是应该继续选择观望，需要等待指数完成调整后才会再度形成局部的机会。

张晶整理

玉名：

继续选择观望

大盘周二再度呈现弱势震荡

行情，目前主力不敢做行情来自

于三个方面，一是，近期大盘持续

在

2200

点整数位震荡，多空分歧

日益加剧，临近年底，基金排名大

战已悄然打响，国内较大型基金

都开始为自己的排名而战了，这

样就出现了场热点轮动节奏加

快，难以出现持续性系统性行情。

此外临近年底，市场流动性将会

面临大的考验。 上周虽然有央行

连续的逆回购释放流动性，但几

百亿的逆回购尚不够大小非减持

的金额，这也导致了市场难以形

成统一的做多步伐。

二是，热点效应较弱。 从最

近连续几天的走势来看，盘中下

跌过程中显然是有资金托底，但

是明显资金还不够，利好效应、改

革红利逐步消化之后，赚钱效应

不足以吸引场外资金入市，导致

行情逐步走弱。

三是， 市场缺乏反弹动力。

前期热点退潮调整延续，新的市

场热点难挑大梁。 改革政策的发

布虽然激励市场上演了小幅反

弹，但短期红利迅速释放后呈现

上涨乏力状况，热点持续性短、

轮换快、热度趋降，未能形成良

好的赚钱效应， 市场情绪趋于

谨慎。 策略上，投资者还是应该

继续选择观望， 需要等待指数

完成调整后才会再度形成局部

的机会。（张晶 整理）

更多详情请登录中证博客

http://blog.cs.com.cn/

沙郑风：

反弹或延续

周二大盘延续震荡行情，指数

出现小幅下跌。盘中，高送转、可穿

戴概念强势领涨，航天军工、生态

农业概念快速崛起， 天津自贸区

概念大幅回调。 由于中石化的爆

炸事件， 造成中国石化股价连续

下挫。 作为主要的权重指标股之

一， 中国石化的涨跌对大盘有重

要影响。 但是，沪指已经缩量，年

线支撑力度较大， 短线技术指标

修复明显，后市反弹或将延续。 改

革方面， 三中全会后更多的改革

措施将出台，市场必然会挖掘更多

的改革利好股， 股价相对涨幅不

大，且具有改革潜力的股票投资者

可逢低吸纳，如天津板块后，宁波

板块今日的再次大井喷。

此外，高送转概念值得关注，

每年年报高送转的个股都是主力

必炒的概念，尤其是年报业绩大

幅增长以及存在高送转预期的个

股，更是一年之末最后的看点，因

此具有真正高送转潜力的个股值

得我们坚决持有。

林之鹤：

震荡难以避免

两市周二窄幅震荡，并没有

出现预期中的突破走势， 缩量

窄幅震荡是周二的主要格局。

短期市场需要消化短线技术面

压力和基本面、资金面的限制。

大盘震荡难以避免， 主题热点

活跃的强弱将关系到大盘表现

的强弱。 但无论指数表现如何，

改革相关的主题投资表现料继

续强于大盘。

从技术上来看，沪指继续保

持在

2190

点下方的偏弱格局中，

成交量方面依然是抑制系统行情

展开的障碍，因为目前继续保持

在

2190

点下方，因此建议操作上

保持谨慎为主，只有后市再度站

上

2200

点才算是指数系统走强的

信号。 短线而言，市场依然存在

中阴或中阳的突破要求，等待信

号明朗化。 周四阻力位

2230

点，

支撑位

2160

点。 关注焦点一是外

围市场涨跌幅度，二是成交量放

大还是继续萎缩，三是

2210

点区

域的阻力轻重。

红马猎庄：

股指或向上突破

周二盘面上，股指出现了三

大技术信号，暗示股指即将出现

向上突破：第一，由近期周线上

看， 股指已经位于自

2441

高点和

1849

低点以来的三角形末端位

置，即将出现方向性选择，而且大

盘自

2

月份以来的第

5

次上攻

2230

以上筹码密集区域，向上突破的

可能性较大。 第二，日线上

MACD

指标

DIF

上穿

0

轴，

DEA

也即将上

穿， 周线上

KDJ

形成金叉，

MACD

出现二次发散迹象。 预示着市场

正在逐步进入强势区域。 第三，

连续多天于

2200

整数关口前围而

不攻，多天高位震荡和

2200

点在

多空双方手中不断易手，

2200

点

上方的筹码已经开始出现松动迹

象，盘面抛压相当小。 由于时间

窗口临近，股指的成交量在极端

萎缩的情况下，很可能将于本周

内完成变盘，而变盘完成后将会

带来各种新的板块热点，投资者

需要提前出击， 以免延误战机。

经过充分回调的军工类个股，舟

山自贸区板块等都是投资者近期

必须布局的强势板块。

多空技术指标

新浪中证联合多空调查表

技 术 指 标 上 证（综指） 沪深３００ 深 证（成指）

移动平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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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 离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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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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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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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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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强弱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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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速随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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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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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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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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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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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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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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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７７

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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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指标（ＤＭＩ）

＋ ＤＩ

（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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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意愿指标

ＢＲ

（

２６

）

ＡＲ

（

２６

）

↓７４．７１

↓９０．１８

↓８１．５５

↓８５．７０

↓７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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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指数

％Ｗ

（

１０

）

％Ｗ

（

２０

）

↑２１．１９

↑２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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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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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指标

％Ｋ

（

９

，

３

）

％Ｄ

（

３

）

％Ｊ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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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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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指标

Ｍ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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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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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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