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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机构

医药股重获基金青睐

� � � �近期医药板块被公募基金 “重

新看好” 。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并非

整体性低估且缺乏政策利好， 四季

度至明年医药股依旧是分化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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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股份消费电子产品落地

� � � �大华股份27日发布智能家居品牌 “乐橙” ，

并联手阿里云计算，打造智能家居互联网解决方

案。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在

视频监控行业的应用，展开全面合作。

A09

安防监控产业迎新景气

� � � �反恐怖主义法（草案）提出，建立国家反恐怖

主义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 分析

人士指出，国内安防建设将被提升至新的高度，未

来投资规模有望超预期。

A11

习近平：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

推广上海自贸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习近平10月27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 他强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

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

定形成了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

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

革。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大政

治任务， 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抓紧抓好，切

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

革的能力和水平。

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

经验的推广意见》、《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国

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

会开放的意见》，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

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

习近平强调，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

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在中央

有关部门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共同努力下，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经验为要求，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加快

政府职能转变、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贸易投

资便利化以及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等方面， 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

尝试，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为在全国范围

内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了新途径、积

累了新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 选择若干具备条

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取得的经验， 是我们在这块

试验田上试验培育出的种子， 要把这些种

子在更大范围内播种扩散，尽快开花结果，

对试验取得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能在

其他地区推广的要尽快推广， 能在全国推

广的要推广到全国。

习近平指出，总体上看，现在一些地

方和部门，科技资源配置分散、封闭、重复

建设问题比较突出，不少科研设施和仪器

重复建设和购置， 闲置浪费比较严重，专

业化服务能力不高。（下转A02版）

与市场涨跌相伴

融资盘成股市“章鱼帝” ？

□

本报记者 朱茵

国庆假期后，A股市场由升转跌。沪深两市融资净买入额逐周递减，融资盘与市场涨跌相伴。由于融资盘多由

场内资金发起，存量资金思维不可小视，市场走势将在一定程度上受融资盘左右。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融资盘与今年市场走势息息相关，在一些关键的市场交易时点，投资者或可从其中发掘

“章鱼帝” 的预测功效。

国庆假期后，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增长迅速，逼近7000亿元，但融资净买入额有所下降。 10月9日，上证综

指创出本轮反弹高点2391点，但净买入则在9月26日即节前一周已达到顶峰。

数据显示，截至10月24日，两市融资余额为6938亿元，与10月17日相比，当周融资净买入额为211亿元；10月

10日至10月17日当周融资净买入额为265亿元；9月30日至10月10日两周（五个交易日）融资净买入

额为353亿元，其中，9月最后一周仅两个交易日，当周融资盘因长假避险流出149.27亿元。 融资净

买入额峰值出现在9月第三周，9月26日当周为412亿元。

市场人士表示，融资盘是今年以来增量资金的主导力量。 近期融资盘呈散户化且在市

场下跌过程中仍在买入，虽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市场下行，但也留下融资偿还反手作空的隐

患，可能导致调整的加深加强。 带杠杆的资金一旦止损，将会给市场产生强烈的短期冲

击。 可见，融资盘已成影响A股市场走势的“双刃剑” 。（下转A02版）

A02

财经要闻

深交所：大力推动

资本市场法治环境优化

� � � �深交所认为，交易所在资本市场

法治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下

一步，深交所将在证监会的统一领导

下，从几个方面重点着力，扎扎实实

地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到市

场组织、监管和服务的各个环节。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制图/尹建

■

今日视点 Comment

国际油价不会长期低于80美元

□本报记者 汪珺

国际油价近来跌幅较大，

WTI

油价和布

伦特油价较今年

6

月高点下跌幅度均超过

20％

。 在供需基本面宽松、沙特等主要产油国

不减产等多重利空因素作用下， 预计国际油

价短期内仍维持弱势，但下跌幅度有限。长期

而言，国际油价很难跌破

80

美元

/

桶“红线”。

本轮油价大幅走低受多方面利空因

素影响， 如基本面由紧平衡转向宽松、一

度活跃的投机行为受到新法规的严厉监

管、美元进入升值周期等。同时，地缘政治

局势动荡对油价刺激作用难以发挥。 此

外， 欧美也乐见油价下降以制衡俄罗斯。

而沙特因素“四两拨千斤”，是本轮国际油

价下跌有别于以往的一个显著特点。

未来一段时期，预计多种利空因素将

继续打压油价，如供需基本面宽松态势延

续、沙特等主要欧佩克产油国表示不会减

产、主要机构下调世界经济增长和石油需

求增长预估、欧佩克内部联合降价、美元

升值等。 受此影响，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

将继续下探， 不排除短期跌破

80

美元

/

桶

的可能。不过，应当看到，国际油价很难长

期处于

80

美元

/

桶以下。

一是如果油价长期维持在

80

美元

/

桶

以下，部分高成本的新能源项目将无法维

持运行。瑞士国家银行最新报告罗列了多

种产品的保本价格，其中美国页岩油为

85

美元，加拿大油砂为

105

美元，欧洲乙醇汽

油为

105

美元， 欧洲生物柴油为

112

美元，

俄罗斯极地石油为

125

美元。

可见，若油价长期低于

80

美元，美国、

加拿大和欧洲多年来耗费巨资展开的页

岩油、油砂、乙醇汽油、生物柴油等项目将

成“亏本生意”。这些产品牵扯到大量相关

产业， 且关系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美

欧国家大量经济政策均与这些产业相关。

如果未来油价继续下跌，美国很可能重新

扩大石油产品进口，结束当前不到

30%

的

石油进口比例。

二是如果油价长期维持在

80

美元

/

桶

以下， 将严重影响主要产油国的财政收

入。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

2014

年财

政平衡的油价预算价格都在

100

美元以

上， 而现在油价水平不及预算的

80%

，石

油收入大幅降低，对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

产油国经济将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此外，近期油价大幅走低主要因为投

资者调整持仓，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未来全

球供应过剩的预期。但近期油价的快速下

跌，远期合约不断走软，市场没有“存油”

动力。 随着库存逐渐减少，市场或再现供

应紧缺， 从而在供需基本面上 “维稳”油

价。 因此，长期而言，油价会逐渐自我修

正，低于

80

美元

/

桶的价格不会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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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投资情绪现寒流

“蛰伏”静待“冬播”

� � � �受政策预期支撑弱化、市场阶段涨幅较高、交易热情下降等因

素影响，A股市场情绪近期明显回落，导致短期市场进入弱势格局。

考虑到上述压力因素继续存在，A股短期内大概率将延续疲弱态

势。不过，在资金利率继续下行及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的情况下，预计

大盘下跌空间有限，而中期市场方向也继续偏向乐观。因此，投资者

在短期谨慎避险同时，不应丢掉应有的乐观心态。 股市进入“蛰伏

期”的同时，也缓慢开启了新一轮中期行情的布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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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度

福星晓程

技术出海掘金加纳胜算几何

� � � � 8月，一起稀松平常的定向增发，成为引爆福星晓程估值上攻

的起点，短短两个月，公司股价上涨超过一倍。

产业和投资界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与此次增发挂钩的

是市场预期福星晓程在加纳的多个项目正处于爆发前夜，增发的实

施标志着公司此前不达预期的加纳项目进展将大为提速。 不过，加

纳离大多数投资者毕竟遥远。 尽管有市场人士乐观预计公司2015

年每股收益将达到2.5元，但股价的支撑不能总是靠预期。福星晓程

必须在明年拿出真金白银的财务报表，否则，水落石出之时，将难逃

“裸泳” 的尴尬。

A07

公司新闻

南北车整合大戏开锣超预期

� � � � 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公告称，拟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27日

起停牌，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 中国证券报记者

获悉，“重大事项” 为南北车重组合并，筹备小组已成立，整合方案

由中金公司具体负责，正在紧锣密鼓制定之中。

业内人士认为，推动中国高端装备“走出去” 并推动中国从制

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加速转型的思路已确定无疑。高铁是高端装

备制造的领头羊，南北车的整合有利于在国际上形成合力，助推上

述战略目标的实现，预计两者整合步伐将超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