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利军进一步表示，由于 跨年行情 通常处 于业绩 真空期 ，所以行业 景气验 证较为 关键，历年 的领涨 主线多 数为跨 年期间高 景气度逻辑得 到验证 的行业。 “
今 年跨年 行情领 涨主线预 计仍围 绕新能 源和科 技等相关 的成长 行业展 开。 ” 邓利 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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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多维度寻找 机会

资管时代

对于跨年的市场机会，也 有机构给 出了不 同的看 法。 比如，兴业证券重点看好券商板块，认为其是跨 年行情 演绎的 载体。 看好 的理由主要是未来一 个阶段内，市场或 出现一 波指数级别的上 涨。 作为 与市场行情联动 性较强 的板块 ，券商板 块的贝塔 属性将 充分演 绎和释放 。
同时，兴业 证券也 认为，在本轮跨年 行情中 ，科技科创赛道仍是主旋 律。 随着 宏观环 境逐步进入“
宽货 币、稳信 用” 阶段 ，市场风格 将进一 步偏向 高景气、高增长的 科技科 创赛道 。 在具体方向上，看 好新能 源、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高端制 造、生物医药等行 业。
银河证券 表示，除 了看好 新能源领 域的投 资机会 外，还可 以关注另 外两个 方向。 一 是业绩稳 定性好 、具有周 期性与 季节性优 势、反弹 可期的 消费板 块。 其中，食 品饮料 行业内 多家公司 释放提 价信号 ，市场预 期产品提 价将有 效缓解 企业的 成本压力 ，改善盈 利水平 ，进而提升 业绩。 建 议关注 具有成 本优势、品 牌效应 强的龙 头企业 。 二是看好 增长较 快、具有 营收增长 潜力的 化肥农 药领域 。
海通证券则看好大金融 板块，认为 该板块 存在估 值修复 机会，年初 至今大 金融板 块的涨幅、估值、基金持仓 均处于 较低水平 。 历史上 ，每年四季度银 行、地产股 出现估 值修复 的概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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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主题“花落谁家” 行业景气度成风向标
“
抛储” 效果不及预期 油价走势存悬念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最近几个月， 大部分商品期货价
格都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回落， 而原油
价格则不跌反涨。 尽管多个石油消费
国联合抛储压价， 但国际油价仍呈现
震荡态势。分析人士表示，此次抛储效
果不及预期，市场观望情绪较浓，接下
来重点关注下周“欧佩克+” 的会议
结果，其将主导短期油价运行方向。

油价表现坚挺

目前市场关注点
逐渐 转 向 跨 年 主 题 性
机会。 近期A股热点丰
富， 出 现 诸 如 培 育 钻
石、汽车配件主题性机
会。 分析人士表示，在
岁末A股没有明显风险
点的前提下，市场将不
乏热点，但行业间景气
度差 别 将 成 为 投 资 者
配置的主要依据。

往年跨年主题丰富
近几年， 每到岁末年初交替时，
A股都会出现跨年度的题材机会。
具体看，2018年末， 创投概念成
为跨年题材， 代表股票有市北高新
等；2019年末， 市场走出了网红经济
和无线耳机两大主题，龙头股分别为
星期六、漫步者等；2020年末，医美板
块成为市场追捧的跨年主题，爱美客
成为龙头。
再看今年A股市场， 自9月中下
旬开始，周期板块逐步见顶，基于业
绩驱动的主线行情告一段落，但市场
流动性充裕仍然延续，且风险偏好没
有显著下降。 在此背景下，主题性机
会开始活跃，出现了培育钻石、汽车
配件等热点。
Wind 数 据 显 示 ，10 月 以 来 ， 在
申万一级行业中，汽车、电气设备、
国防军工、通信、电子五个行业指数
表现突出，累计涨幅均在10%以上。
而在Wind热门概念 板 块 中 ， 摄 像
头、汽车配件、稀土永磁、充电桩、半
导体封测指数涨幅居前， 均上涨
20%以上。
那么， 谁会成为跨年度的主题
机会？
通 过 复 盘 过 去 15 年 跨 年 行 情
（11月底至次年1月） 领涨的主线行
业， 东北证券策略分析师邓利军表

10月以来累计涨幅较大的热门概念板块指数

● 本报记者 牛仲逸

视觉中国图片 数据来源/Wind 制图/苏振
示：“历史上跨年行情主线多数延续
了前期表现偏强的行业，且关键在于
行业高景气得到验证，与估值和交易
情绪无关。 ”
邓利军进一步表示，由于跨年行
情通常处于业绩真空期，所以行业景
气验证较为关键，历年的领涨主线多
数为跨年期间高景气度逻辑得到验
证的行业。 “今年跨年行情领涨主线
预计仍围绕新能源和科技等相关的
成长行业展开。 ” 邓利军说。

机构多维度寻找机会
对于跨年的市场机会，也有机构
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比如，兴业证券

重点看好券商板块，认为其是跨年行
情演绎的载体。 看好的理由主要是未
来一个阶段内，市场或出现一波指数
级别的上涨。 作为与市场行情联动性
较强的板块，券商板块的贝塔属性将
充分演绎和释放。
同时，兴业证券也认为，在本轮
跨年行情中，科技科创赛道仍是主旋
律。随着宏观环境逐步进入“宽货币、
稳信用” 阶段，市场风格将进一步偏
向高景气、 高增长的科技科创赛道。
在具体方向上，看好新能源、新一代
信息通信技术、高端制造、生物医药
等行业。
银河证券表示， 除了看好新能
源领域的投资机会外， 还可以关注

另外两个方向。 一是业绩稳定性好、
具有周期性与季节性优势、 反弹可
期的消费板块。 其中，食品饮料行业
内多家公司释放提价信号， 市场预
期产品提价将有效缓解企业的成本
压力， 改善盈利水平， 进而提升业
绩。 建议关注具有成本优势、品牌效
应强的龙头企业。 二是看好增长较
快、 具有营收增长潜力的化肥农药
领域。
海通证券则看好大金融板块，认
为该板块存在估值修复机会，年初至
今大金融板块的涨幅、估值、基金持
仓均处于较低水平。 历史上，每年四
季度银行、地产股出现估值修复的概
率较大。

热点快速轮动 资金分歧明显
● 本报记者 吴玉华
11月25日，A股市场小幅下跌，
沪深两市成交额仍在1万亿元以上。
市场资金出现明显分歧，Wind数据
显示，11月25日北向资金全天净流
入 11.72 亿 元 ， 而 主 力 资 金 净 流 出
428.22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市场在
经历了前期的回调后，整体估值已较
为合理。

缺乏持续上涨主线
昨日两市成交额达1.11万亿元，
连续25个交易日突破1万亿元。 其中，
沪市成交额为4505.59亿元， 深市成
交额为6625.66亿元。
从盘面上看， 在申万一级行业
中，医药生物、有色金属、农林牧渔行
业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1.37%、
0.26%、0.23%；休闲服务、传媒、钢铁
行业指数跌幅居前，分别下跌2.82%、
1.80%、1.59%。
近期市场热点快速轮动，11月22
日锂电产业链集体走强，宁德时代股
价创历史新高。11月23日周期股表现
突出，钢铁、煤炭板块大涨。11月24日
白酒、稀土板块领涨。 11月25日市场
热点则轮换至医药、电工电网板块。
分析人士表示，当前市场风险偏
好较强，板块之间此消彼长，投资氛
围较好。 而成交额虽然持续在1万亿
元以上，但市场增量资金有限，短期
难以展开全面性上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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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在市场热点快速轮动的背后，资
金也出现明显分歧。 Wind数据显示，
25日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428.22亿元，
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入的股票数为1686
只， 而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出的股票数
为2857只。 当日北向资金净流入11.72
亿元， 其中沪股通资金净流出8.66亿
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入20.38亿元。
行业主力资金流向方面，在申万
一级行业中，25日多数行业出现主力
资金净流出。 其中，电子、电气设备、
汽车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
分别净流出61.51 亿元、47.92亿元、
39.87亿元； 仅有医药生物行业出现
主力资金净流入， 净流入金额为
12.72亿元。
从个 股来 看 ，25 日 主 力 资 金 净
流入金额居前的个股为卓胜微、安
泰科技、联创股份，净流入金额分别
为5.68亿元、2.62亿元、2.45亿元。 主
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的个股为隆
基股份、比亚迪、通威股份，净流出
金额分别为27.03亿元、11.07亿元、
9.47亿元。
而从25日沪股通、深股通十大活
跃股情况来看，北向资金净买入贵州
茅台超3亿元，净买入华友钴业、通威
股份、宁德时代、歌尔股份、赣锋锂业
超2亿元。 与此同时，净卖出伊利股份
超4亿元， 净卖出北方稀土超3亿元。
主力资金和北向资金在通威股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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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单位

补助原因或项目

合计

收到补助时间

2021年11月22日

11月25日
11月24日
11月23日
11月22日
11月19日
11月18日
11月17日
11月16日

成交净买入
（亿元）
11.72
23.70
52.23
14.35
82.93
-44.53
-2.38
41.99

买卖总额
（亿元）
893.46
977.43
1067.69
1037.19
991.99
922.19
914.65
1036.60

沪股通成交
深股通成交
净买入（亿元） 净买入（亿元）
-8.66
20.37
0.51
23.19
25.97
26.26
-15.06
29.42
39.26
43.67
-33.19
-11.34
-10.33
7.95
-0.64
42.63
数据来源/Wind

表现得分歧较大。
从近三个交易日资金流向情况
来看，Wind数据显示，11月23日北向
资金净流入52.23亿元，11月24日净
流入23.70亿元。 而主力资金均呈现
为持续净流出，11月23日主力资金净
流 出 309.81 亿 元 ，11 月 24 日 净 流 出
318.20亿元。
从近三个交易日行业数据来看，
主力资金仅在食品饮料、钢铁行业出
现净流入， 净流入金额分别为16.59
亿元、0.58亿元； 其他行业均出现主
力资金净流出，电子、电气设备、化工
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分别
净 流 出 186.75 亿 元 、180.79 亿 元 、
140.48亿元。

看好市场短期走势
对于市场后市，华辉创富投资总
经理袁华明表示，当前市场应该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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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共济宁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184次常委会会议纪要精神，因城市建设和企业发展需要，公司实施 “
退城进园” 搬迁，济宁
市政府对公司“
退城进园” 项目贷款给予贴息政策扶持。 近日公司收到邹城市财政局集中支付中心拨付的“
退城进园” 项目贷款贴息
资金581.11万元。 具体明细如下：

山东鲁抗
退城进园财政贴
医药股份
息
有限公司

市场人士表示， 尽管油价不跌反
涨，但调控措施并非全然无效。
“此次美国联合多个石油消费国

于9月中旬以来调整的筑底阶段，上
行动能正在积聚，年底前后存在反弹
的时间窗口。 短期看，跨周期政策的
节奏和力度仍然比较谨慎，经济增速
修复以及市场转向还需要时间，所以
市场延续一段时间震荡筑底行情的
可能性比较大。 年底前后市场流动性
料将更为宽松，市场具备走出跨年度
行情的条件和可能性。
建泓时代投资总监赵媛媛表示，
今年A股的跨年行情可能提前。 市场
风格上，在货币环境预期宽松、市场
利率走弱的背景下，高风险偏好的周
期和成长板块表现或显著强于消费
和金融板块。 周期股中尤为突出的是
与碳中和主题相关的子行业，如稀土
（受益于新能源车电机、风电电机、永
磁节能电机）、新能源车、风电上游材
料。 同时，可关注周期股中的焦煤、甲
醇以及成长股中的半导体、 军工、智
能汽车等板块。

供需格局将转变
从产业层面看，业内人士认为，原
油市场基本面将会由供不应求逐步向
供过于求格局转换。
库存变化是观察未来油价走势的
一个重要指标。隋晓影表示，预计今年
四季度原油市场仍会维持去库存情
况。 原油市场的短期逻辑在于供应端
的博弈， 美国联合多个石油消费国抛
储后，市场关注“欧佩克+” 会如何应
对。 若下周“欧佩克+” 会议调整增产
计划，将对盘面形成利多提振，否则会
利空油价。从投资角度来看，她建议利
用期权工具做多原油波动率。
“从平衡表上看， 四季度原油市
场仍处于供不应求阶段， 但供需差较
三季度有所收窄。 目前库存处于历史
同期低位，短期油价下行空间有限。 ”
潘翔预计。
不过，从中长期来看，国际能源署
（IEA）在最新原油展望中预期，明年
一季度全球原油市场将开始出现供过
于求情况，主要原因是供应端“欧佩
克+” 将继续增产以及美国原油产量
可能超预期。
刘顺昌认为， 后市油价大概率高
位见顶回落， 主要推动因素有全球原
油平衡表逐步走向宽松、 美国政府的
政策干预、 通胀持续超预期引发市场
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美元流动
性收紧推动美元指数持续大涨等。

估值趋合理 医药板块配置价值受关注
● 本报记者 李莉
11月25日，医药股受到市场资金
追捧。 Wind数据显示，在申万一级行
业中，医药生物行业指数上涨1.37%，
领涨各板块。业内人士表示，医药板块
整体估值已经到相对合适位置， 配置
价值开始显现。

长期投资主题
政策面显示， 今后将加强国家
老年医学中心建设， 布局若干区域
老年医疗中心； 加强综合性医院老
年医学科建设；通过新建改扩建、转
型 发展 ，加强老年医 院、康复 医 院 、
护理院（中心、站）以及优抚医院建
设，建立医 疗、康复、护理双 向 转 诊
机制。
一位资深券商分析师表示， 养老
绝不仅仅是短期炒作的题材或者概
念，而是一个长期的投资主题。从细分
领域来看，医疗保健涉及药物治疗、保
健、医疗器械等方面。从治疗类药物来
看， 老年人的患病率和人均医药费用
高于年轻人， 多患有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疗程长，费用大。
今年以来， 生物医药板块整体表
现不佳。 Wind数据显示，年初至今，

医药生物行业指数累计下跌6.28%，
跑输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
但11月以来医药股已有所回暖，累计
反弹3.54%。
东方证券表示， 市场对于医保价
格调整已有一定预期。从企业端来看，
传统药企也在逐渐实现创新转型，而
对于头部创新药企， 特别是研发进展
靠前、产品管线较多的企业，“仿创结
合” 的模式将带来新机会。

把握医药股投资机会
Wind数据显示，医药生物板块平
均市盈率为35倍，显著低于历史平均
水平。业内人士表示，医药板块估值已
经到相对合适配置位置。
中海基金表示， 经过一段时间下
跌，医药板块估值已经接近合理水平，
且政策预期较为充分， 板块已经初步
具备配置价值。
国盛证券认为， 市场会越来越关
注并去寻找增量属性具备比较优势的
行业， 未来资金会从中长期维度强化
配置医药板块。 国盛证券建议通过两
个思路把握医药股投资机会。 一是关
注低位资产。二是重视前期跌得多、辨
识度高的龙头白马核心资产。 建议把
握反弹节奏，关注反弹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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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序号

市场观望情绪较浓

近日北向资金净流入情况

北向资金持续净流入

文华财经数据显示，四季度以来，
国内大宗商品指数累计下跌10.42%；
国际市场上， 多个金属及农产品期货
价格也出现了震荡回调的走势， 而原
油则表现坚挺， 四季度以来美国WTI
原油期货主力合约累计上涨了4.06%。
本周二，在“欧佩克+” 拒绝增产
后， 美国宣布抛售5000万桶石油储
备， 并将联合多个石油消费大国共同
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但国际油价不跌
反涨。
方正中期期货投资咨询部石油化
工组组长隋晓影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分
析：“美国联合多国释放原油储备反
映了当下高油价已经损及石油消费国
的利益。一方面，油价的持续上行令石
油需求增长受到一定抑制， 尤其是像
美国这样人均汽车保有量较高的国
家， 油价的上涨大幅增加了居民消费
支出， 令一些家庭及中小企业不堪重
负；另一方面，油价的持续上行引发通
胀水平的上升， 令全球多国经济面临
滞胀风险。 ”
“布伦特原油价格持续在80美元
/桶上方，能源价格高企推升通胀和居
民生活成本。 ” 南华期货能化分析师
刘顺昌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除了高油价带来的通胀对于石油
消费国经济增长形成挑战， 分析人士
认为， 产油国不愿意配合增产也是美
国联合多国抛储的主要原因。
“在欧佩克+坚持温和增产的情
况下， 美国不得不采取措施抑制油
价，油价当前仍保持高位，不排除美
国后续将采取更多措施。 ” 刘顺昌分
析，该举动也反映出美国抑制油价的
紧迫性。

抛储的消息一度令油价短线下跌了
10%左右，而在抛储消息落地后，市场
认为利空出尽，随后便展开了反弹。 ”
隋晓影表示，不过，从美国WTI原油
期货主力合约盘面走势看， 最近两个
交易日，油价总体处于偏空震荡格局。
就本次抛储效果而言，华泰期货原
油研究员潘翔认为， 效果还有待观察，
本次抛储不管从力度、节奏还是品种上
均不及市场预期，油价在抛储落地后不
跌反涨也说明了市场的观望情绪。
据统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美国共进行了7次抛储， 且多数因为
战争以及极端天气。“历史上，抛储后
油价跌幅大多数在20%左右， 但未曾
出现因油价上涨而进行抛储的情
况。 ” 隋晓影说。
从技术面看，刘顺昌分析：“原油
市场的关键指标——
—近远月价差在美
国释放原油储备后大幅下滑， 反映市
场对未来原油供需基本面预期相对转
弱，油价和近远月价差背离。在此种情
况下，油价继续上行的空间有限。 ”

补助金额
（人民币万
元）

补助依据

与资产/收
益相关

5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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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581.11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
—政府补助》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资金计入当期损
益，冲减财务费用581.11万元。 上述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对公司损益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5日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土地储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11月25日， 公司在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公开出让活
动中（集中供地第三批），以 154,000 万元人民币竞得南京市NO.2021G118号地块（建邺区江心洲
街道文泰街以北、汇德路以东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NO.2021G118号地块位于建邺区江心洲街道，东至现状，南至文泰街，西至汇德路，北至文萃街。
该地块出让面积为18457.18平方米，容积率为：1.0〈Far≤2.8，规划用地性质为R2二类居住用地 ，建
筑高度≤100米，建筑密度≤20%，绿地率≥35%，出让年限为70年。该地块挂牌出让起始价为146,000
万元人民币，最高限价166,000 万元人民币。 该地块按“
限房价、定品质、竞地价” 方式出让，所建普通
商品住宅（毛坯）销售均价不得超过42,200元/平方米（装修价格另行核定），最高销售单价不得超过
销售均价的110%（装修价格另行核定）；所建商品住宅项目须按照《关于提升全市新建商品住宅规划
品质要求的通知》（宁规划资源规[2021]6号）执行。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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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1
月19日以电子邮件或短信息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11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
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
决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决定聘任胡晓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详见附
件胡晓熹先生简介），任期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经核实，胡晓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失信被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

所列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胡晓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5日
附件：
胡晓熹先生简介
胡晓熹，男，汉族，1979年4月出生，山东济南人，中共党员，悉尼大学商学、国际商务专业毕业，商学
硕士、国际商务硕士学位。 2005年7月加入中粮，先后在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集团办公室、中国
食品有限公司工作，曾任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西北大区总经理；中粮酒业西北大区总经理、
督察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