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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提示

现货黄金昨日收跌

新华社电 昨日，国 最为活跃的 2013年 12 价下跌 4.96元，跌幅 Au99.99收 盘 于 每 克
内黄金期货延续跌势； 月份交割合约早盘大幅 1.71%。数据显示，上海 293.64元，下跌 2.53元；
低开，报每克 286.68元； 黄金交易所黄金 Au99. 黄金 Au100g收盘于每
现货金银亦收跌。
数据显示，上海期 最终报收于每克 285.43 95收盘于每克 293.18 克 293.54元，下跌 3.19
货交易所黄金期货交易 元，较前一交易日结算 元，下跌 3.63元；黄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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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A股小幅收跌，上攻压力明显——
—

三要素使大盘犹豫不前

创业板再创两年多来新高

在 IPO即将重启的消息影
响下，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震
荡盘整小幅收跌。创业板指数则
继续上攻创下收盘新高。
分析认为，技术面上，目前
多空双方围绕 5日 -50日均线

之间展开拉锯，日 K线呈现带小
阴线走势，成交量出现一定放
大，目前来看股指上方 50日均
线压力较为明显，短期如不能有
效突破的话，股指很有可能延续
震荡。

盘 面 创业板再创两年多来新高

上证综指昨日以 2247.68 股，两市 21只个股涨停。与前一
点开盘，早盘震荡整理，午后探 交易日相比，沪深两市成交额略
底回升。全天以 2241.92点报 微下降，分别为 792亿元和 916
收，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4.91点， 亿元。
跌幅为 0.22%。深证成指则一路
当日大部分行业板块出现
震荡走低。全天报收 9014.28 不同幅度的上涨。航天军工、运
点， 下跌 56.88点， 跌幅为 输设备、电子、船舶、电力等板块
0.63%。
涨幅居前；而金融、房地产、建材
创业板指数在上周五出现 等对股指影响较大的板块则出
小幅回调后继续上攻，录得 现下跌。
0.69%的涨幅，报收 995.11点， 当日，沪深 300指数下跌
创下两年多来新高。
10.07点至 2530.77点，跌幅为
沪深两市近 1200只交易 0.40%。10条行业系列指数中
品种上涨，约 1000只交易品种 仅 3条上涨，300电信涨幅最
告跌。不计算 ST个股和未股改 大，为 2.39%。

分 析 三要素使大盘犹豫不前

为何指数近期整体呈现涨
不动的格局呢，不妨从以下几方
面来分析问题：
指数近期表象整体依旧偏
弱，面对瓶颈线 2250呈现出围
而不攻的态势说明股指整体缺
乏延续上升的动力，目前短线获
利盘已经开始膨胀，所以大盘现
在每上行一步均将面临一定阻
碍。
近期多空双方频频对瓶颈
线 2250展开反复争夺，整体上
呈现出围而不攻的态势，此格局
反映出资金处在犹豫的状态，场

财经短讯

外增量资金同时也处在观望状
态下，后市若量能有效逾越 800
亿水平线且形态上完成对瓶颈
线 2250的突破则不排除短线还
有上攻动力，相反，若量能不济
且分时无法出现有效突破走势，
股指整体的估值风险依旧需要
警惕。
综上所述业内认为造成犹豫
不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2250瓶颈线的压力效用依然明
显。2.指标上MACD目前正面临
0轴压力。3.场外资金观望情绪浓
厚，量能始终无法有效放大。

前 4月商品房
销售猛增六成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 同比增长 38.0%，增速比
数据显示，1-4月份，商品房 1-3月份提高 0.9个百分
销售面积 29761万平方米， 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
增速回升至 9.3%

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从环比看，4月份全国
昨日发布数据，4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 增长 0.87%，增速比上月加
际增长 9.3%，增速比上月回 快 0.20个百分点。1至 4月
升 0.4个百分点。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展 望 结构性行情或将继续
短期市场保持在 2250点下
方震荡，股指虽然已经突破了下
降趋势线，但并没有出现强势上
攻的势头，显示出资金的谨慎。而
且近期的成交量一直未能有效放
大，也抑制了市场的反弹，短线市
场需要放量来回补 3月末的向下
跳空缺口 2280点位置。
就目前的市场走势，强者恒强
的格局延续，成长股让保持着较好
的反弹，而传统的周期性行业继续
弱势震荡，对当前的市场，要么不

41.1%，办公楼销售面积增
长 32.9%，商业营业用房销
售面积增长 5.8%。商品房销
售 额 19847亿 元 ， 增 长
59.8%，增速比 1-3月份回
落 1.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
销售额增长 65.2%，办公楼
销售额增长 62.3%，商业营
业用房销售额增长 21.1%。
同比增长 9.4%。分行业看，4
月份全国 41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有 40个行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其中，纺织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0.1%，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9.2%，
汽车制造业增长 12.9%，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0.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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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线路/配变名称
10KV 荷叶线 “ 西湖变 ” 开关至 “ 荷叶中心 379 ” 开关线
路 ；10KV 蚕桑线 “ 西湖变 ” 开关至 “ 蚕桑西洋 758” 至
碧水 1 变电所 “蚕桑进线 102”开关之间线路
10KV 通扬线蒋庄环网柜“蒋庄支线 112”开关以下线路
美琪 1 号线兰苑 2 箱变
亨通 1 线富民南路配变
大蒋线冻青徐庄 2 配变
20KV 费桥线“费桥戚桥 A23”开关以下线路
10KV 蒋工线大刘陈一支线 09 至 “蒋工榆桥 X45”开关
之间线路
10KV 赤工线 “柏树变 ”至 “32 ”杆之间线路 ，10KV 赤农
线“柏树变”至“32 ”杆之间线路
方灌线花亭龚庄
方灌线陈花桃园
10KV 新河 2 线鸿大环网柜加“鸿油 102”至加油站箱变
“油鸿 102”开关之间线路停电
10KV 谈集线五里友谊、五里陶庄 2 、五里村部、五里陶庄配变
10KV 谈集线石榴潘庄支线 17 杆五里村部支线以下线路，
10KV 谈集线石榴潘庄支线 25 杆五里友谊支线以下线路
#

停电范围
西湖镇中心路电力站
附近
蒋庄新苑及周边地区
兰苑小区周边地区
原运西镇周边地区
冻青桥周边地区
仪扬村附近
扬州海事局 、 新盛投
资公司 、飞马房产 、京
华城工地及周边地区
杏庄村徐庄组附近区
域
龚庄附近
桃元组附近
新城冯庄 、 冯庄厂等
周边地区
五里村 、五里陶庄周边地区
公道五里村陶庄等附近区域
（此停电为临时停电 ）

做，要么只有选择成长性较好的品
种，否则难有赚钱的机会。
从技术上来看，技术指标仍
处于反弹趋势，而且还未超卖，周
线的技术指标低位开始金叉，更
有利于市场的反弹。目前下方的
支撑位在 2210点附近，压力位在
2280点位置，短期关注市场能否
放量上攻。策略上以持股待涨为
主，但要谨慎追高，板块上适当关
注汽车、环保及 TMT等板块。
本报综合

财经声音

IPO重启时点
或晚于预期
业内认为三季度才能常规化

此前市场普遍预计 IPO将在 5、6月间重启，
但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由于宏观经济形势不佳、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亟待进一步深化等因素影响，
IPO重启时点将晚于此前预期。新股发行不排除
三季度方能常规化。
多位参与 IPO财务核查的投行人士及拟上市
公司人士表示，IPO核查目前已进入第二批企业
现场检查阶段。上周检查组已经入驻上市公司，除
自查报告外，检查组还要求企业提供银行流水单、
订单原件等，并将前往上市公司供应商及客户处
现场调查。“这次检查比此前通知的节奏要慢一
些。”消息人士透露，此前投行预计检查组将于上
周二左右入驻公司，但最终到了下半周才启动现
场检查。目前来看，第二轮检查将到本月下旬结
束。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拟上市公司递交上市
申请，一些排队公司已经封卷，IPO重启在即。对
此，市场人士分析认为，监管部门曾明确表示，理
论上在 IPO自查阶段结束后就可以启动 IPO相
应程序，“但递交申请和封卷并不意味着启动，这
中间仍有很多程序要走”。
近期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不甚理想，亦让监
管层担忧 IPO重启时机是否成熟。一季度 GDP增
速虽然高于全年增长目标，但低于市场预期，刚公
布的 4月经济数据也显示经济增长动能放缓，有
关部门或继续观察未来数月的经济数据再作判
断。市场普遍认为新股发行改革急迫性远高于
IPO重启，在新股发行系统性方案出台前，IPO大
规模重启的可能性不大。同时，监管层着力打击新
股发行市场的恶意造假行为。这些情况均会影响
IPO重启的最终时间点。 据中国证券报

国际财经

美联储 QE
退出策略已定？
美股早盘跌幅扩大

美国零售数据意外增长，不过中国经济数据
不及预期，投资者担心美联储退出 QE传闻，在上
周连创历史新高后市场面临回调，周一美股小幅
低开，三大股指早盘跌幅扩大。
美联储如何制定和何时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始
终是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话题。美国《华尔街日
报》1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联储设定的
策略是以谨慎、渐进的方式削减购债规模，并根据
通胀和就业市场的情况及时调整。
报道说，美联储官员主张向市场明示退出策
略，同时防止过度反应，并避免形成一种预期，即
这种退出是统一、一以贯之的行为。
自去年 9月美联储推出 QE3以来，美国股市
和债市进入上升通道，道琼斯等主要股指连创新
高。摆在美联储面前的情况是，断然或突然的退出
量化宽松可能引发市场剧烈波动，但如果延迟行
动又可能造成新的经济过热。

财经风向

上月三大机构积极入市
暗示行情即将转向？

作为市场风向标之一，机
构股票开户数又显示出积极信
号。4月社保、基金专户、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QFII)等机构继
续加快入市步伐。社保基金继
今年 1月份新开 30户后又新
增 4户，而 QFII、基金专户的
新增开户数一直在历史高位。
据中登公司发布的 2013
年 4月份统计月报显示，社保
基金 4月份在沪深两市各新 2501户。4月份开户数要明显 续 16个月有新开账户，入市
开了两个 A股股票账户，这 4 高于前两个月，较去年底的 步伐持续稳健。
个账户让社保在沪深两市的 2010户，增长超过 22%。
此外，4月份人民币境外
总账户数达到 230个。
和社保基金一样，今年基 合格机构投资者(RQFII)也新
实际上，社保基金今年开 金专户开户数一直处于高速 增两个股票账户，目前 RQFII
户热情较高。最近一次开户时 增长状态。且前 4个月的基金 总体账户达到 58个。
间为今年 1月份，新增了 30 专户新增 A股账户平均达到
值得注意的是，社保基金
户，是 2008年以来社保基金 158.75户，而 2012年和 2011 历史上曾数次成功抄底，新增
月度开户数最高纪录。而在 年同期数据仅为 19.25户、 开户之后经常迎来市场上涨。
2012年 5月和 2011年 9月， 58.25户。
而 QFII的数次投资也显示其
社保基金也分别新增开户 16 QFII方面，继 3月份 具备前瞻性。业内人士指出，
户和 16户。
QFII沪深两市新增开户 26 机构投资者具有较强的市场
专户方面，4月份基金公 户创下单月新开账户新高之 判断能力，此次机构投资者继
司共新开了 190个股票账户， 后，在 4月份又新增了 10个 续开户可能预示着目前股市
沪市和深市分别为 94户和 股票账户，整体账户数达到 已具备投资价值，而且，目前
96户，至此账户总数达到 417户。这也已经是 QFII连 A股市场确实处于较低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