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泰商务中心 2 号楼 16 层  邮编：100032   传真：010-66295999   联系电话：010-66295888 

每日资讯 
 

 
 

今日要闻                   ……2 
 中石油市值达 27040 亿 计入上证指数权重占

两成多 

 
财经新闻                   ……3 
　 张育军：推动融资制度改革使更多企业走向资

本市场 

 

基金快讯                   ……5 
　 基金 QDII 表演开场:三只 QDII 基金净值突破

一元 

A股市场                   ……5 
   周勤业:时机一旦成熟 取消 10%涨跌幅限制 

港股市场                   ……6 
冲高回落港股高空玩“蹦极” 

其他市场                   ……6 
市场开发转型显成效 

期货市场价格一览           ……7 
 

财富生活                   ……8 
建行推出人民币信托理财 

 

 

 

 

 

 

 

 

 



  - 2 - 

今天是 2007年 11月 5日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泰商务中心 2 号楼 16 层  邮编：100032   传真：010-66295999   联系电话：010-66295888 

 昨日大盘    

                               

上证 

        

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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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要闻 

♦ 中石油市值达 27040 亿 计入上证指数权重占两成多 

中国石油即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发行总市值达到27040亿元,根

据其市值测算,中国石油上市后将对上证指数产生较大影响。 

由于中国石油符合上证所和中证指数公司关于大市值IPO快速进入指数

的条件,在上市后将迅速进入各成分股指数。根据其市值测算,中国石油

上市后将对上证指数产生较大影响。综合各券商对中国石油上市定价及

走势的预测,假设其上市后定价达到 40 元,那么其在上证指数中的权重

将有望达到23.57％,而金融股在上证指数中的权重将由之前的39.01％

大幅下降到 29.83％。 

相对而言,中国石油对其他指数的影响相对较小。其在沪深 300 指数中

的权重约为 2.45%,在上证 50 和上证 180 指数中的权重分别为 4.70%和

3.51%,在中证 100 指数中的权重为 3.51%。在这些指数中,金融股权重也

将随着中国石油的进入而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上证 180、上证 50、沪

深 300 和中证 100 的金融股权重分别下降 1.13％、2.37％、0.11％和

1.14％。                                          ……证券时报

♦ 王建：2020 年股市规模可达 650 万亿 

“2020 年中国股市可以达到 650 万亿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

长王建日前在首届交银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 

王建指出,当发达国家的重工业开始向中国转移的时候,中国的贸

易顺差、外汇储备将继续扩大。随着全球产业消费品向中国转移成为未

来的重要趋势,而这将导致贸易顺差的继续扩大。       ……证券时报

♦ 中国石油今挂牌 或成全球市值 大 

今天,我国 大的油气生产和销售商——中国石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敲

响上市锣。由此,“能源航母”、亚洲 盈利企业终于完成“海归”壮

举,铸就中国证券市场又一座里程碑。 

“中国石油 A 股上市对中国证券市场具有重大意义。”知名学者、燕京

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告诉上海证券报,中国石油从一开始选择海外上市到

如今回归,充分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壮大的历程。 

中国石油A股总股本为161922077818股,其中 30亿股今天起上市交易。

证券简称为“中国石油”,证券代码为“601857”。 

此前,中国石油凭借3.3万亿元的冻结资金量和668亿元的募集资金量,

均刷新 A 股纪录。市场人士推测,中国石油 A 股上市后,不但会成为上证

综指第一大权重股,而且总市值会超过埃克森-美孚石油,成为全球市值

大的上市公司。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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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 A 涨幅前五                        

    

深 A 涨幅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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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 A 跌幅前五 

    

深 A 跌幅前五 

    

财经新闻 

国内新闻 

♦ 张育军：推动融资制度改革使更多企业走向资本市场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 11 月 3 日在天津表示,近几年来,国

内公司治理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上市公司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正

在得到投资者的认同,但从整体来看,上市公司治理水平还不太高,多数

企业的公司治理还是“很初步的水平” 

    张育军是在南开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

上作上述表示的。他指出,对于资本市场取得的成绩不能盲目乐观,要清

醒地认识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没有根本改变。从上市公司、投资

者、证券公司、监管机构和市场运作组织五个方面来看,发展资本市场

还需要保持冷静、清醒、理性和务实的态度。 

    他认为,目前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多

数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评分依然处在初步水平；二是上市公司的“三

会”制度还不算健全,作用没有有效发挥；三是高管层的激励制度仍然

没有到位,惩戒机制不是十分完善；四是内控制度不健全,部分公司的内

部管理比较混乱；五是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在好的市场环境

中,部分公司存在非法谋利行为。 

    张育军建议从普及公司治理基本理论、深化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推

动融资制度改革和发展机构投资者等多方面着手,共同提高上市公司治

理水平。张育军指出,首先要提高对公司治理水平基本目标原则的认识,

继续普及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应当鼓励、保护和促进所有股东公平行

使权利。这方面的运作需要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包括上市公司的独

立性,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上市公司与投资者

的关系管理等。 

    其次,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一

步推动国有企业走向市场机制。与此同时,要推动融资制度改革,使得更

多企业走向资本市场,实现整体上市。 

    再次,需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推动

保险机构、养老机构、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机构的形成。 

    另外,张育军还主张进一步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推动诚信体系和

信用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倡导理性投资理念,使得投资人关注上市公司

的治理情况。                                    ……上海证券报

♦ 内地 QDII 基金大量涌入香港股市 

内地 QDII 基金大量涌入香港股市,港股分析师认为,港股持续大涨

与 QDII 效应密不可分。 

据香港媒体报道,南方基金9月发行的300亿元人民币QDII(合格境

内机构投资者)基金,接近 40%资金投资在香港上市的 H 股,这意味着其

已向港股投入了逾 100 亿元人民币。另外,华夏基金也有一定比例投资

港股。10 月发行的嘉实基金则主要投资港股,其 300 亿人民币的额度中

将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投资港股；10 月发行的上投摩根基金主要投资亚

太股市,而港股所占比例居前。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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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 中国上调油价之举可能引发连锁效应 

中国一年多来的首次上调油价之举终于让国内的炼油企业松了口

气，然而分析人士却同时发出警言称，此举或许会引发其他能源产品价

格的上涨，进而让国内的低收入人群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压力。 

•发改委认为油品提价对 CPI 影响有限 

•中国迫于市场压力上调成品油价格 

汽油、柴油和其他燃料油 10%的价格上调激发了投资者对中国大型

石油企业的追捧。在港上市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ChinaPetroleum&ChemicalCorp.)的股票周四一日之内便飙升了9.4%。

中国政府周三晚间宣布的调价决定旨在缓解当前的燃油供应短缺状况，

而造成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国际原油价格节节攀升的形势下中

国政府仍然将国内燃油价格人为限制在较低水平。 

中国政府就在上周还曾表示，由于担心引发通货膨胀，它不会上调

燃油价格。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已经使得今年的通货膨胀水平大幅上

升，虽然 9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涨幅由 8 月的 6.5%降到了 6.2%，形

势依然非常严峻。但是就在宣布燃油调价后不久，政府发布了一份预测

报告，称燃油价格调整对通货膨胀形势的影响不会太大，只会使消费者

价格指数的升幅高出 0.05 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分析人士还是表示，燃油价格的上调对于其他燃料可能

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那可能意味着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会因

煤电价格的上涨而变得更加拮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ationalDevelopmentandReformCommission)周三还表示，它计划在近

期调整天然气价格使之更大程度地与国际市场接轨。 

分析人士称，可替代天然气用于火力发电和用作化工产品原料的煤

炭可能也会涨价，而一旦煤炭价格上涨，那么火力发电企业就可能开始

四方游说，力图通过上调电力价格将其增加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中国成品油紧缺状况首先出现在中国以出口型经济为主的南方，后

开始逐渐向全国蔓延，并 终促使政府屈从于由此带来的压力。中国上

一次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是在 17 个月前，在随后国际油价飙升 30%的过

程中，中国一直按兵不动。这意味着，像中国石化这样的炼油企业不得

不以更高价格买进原油，同时以政府设定的不变低价在国内市场上销售

成品油。随着亏损不断扩大，有的炼油企业已经停止生产，而有的则开

始储存原油以防油价进一步上扬，原因是政府严禁这些炼油企业将增加

的成本向消费者转移。周四，纽约商交所十二月轻质低硫原油期货合约

结算价跌 1.04 美元，至每桶 93.49 美元，跌幅 1.1%。 

 

 

 

  

由中国政府控股的中国石化股价周四涨 1.10 港元，至 12.76 港元；

中国石油涨 0.50 港元，至 19.90 港元，涨幅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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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中国石化炼油业务的运营亏损达人民币 52.8 亿元（合 7.065 亿美元），使得该业务上半年

在国际油价较低时录得的人民币 54.9 亿元利润消耗怡尽。 

分析师表示，中国炼油企业仍将难以扭亏为盈，中国政府可能需要进一步提高成品油价格。花旗集

团(CitigroupInc.)分析师康宁汉(GrahamCunningham)表示，即使把 新的涨价因素考虑在内，在目前

的油价水平上，中国石化每炼一桶原油仍将蒙受 4-5 美元的税前亏损。 

高盛集团(GoldmanSachsGroupInc.)在周四的研究报告中表示，仅凭此次涨价不足以使该行业恢复

盈利。只要原油价格没有跌到每桶 80 美元一线低端，中国方面就可能需要在 2008 年初再度涨价

15%-20%，才能使该行业恢复盈利水平，以促进成品油供应。                        

……华尔街日报

 

基金快讯 

 

♦ 基金 QDII 表演开场:三只 QDII 基金净值突破一元 

从 9 月 19 日第一只 QDII 基金南方全球成立开始,已经有南方、华夏、嘉实、上投摩根等 4 家公司的相

关产品成功发行并开始了正式的投资运作。 

    从这 4 只 QDII 公布的 10 月 26 日净值来看,除嘉实海外中国跌破 1 元面值外,其余 3 只业绩均已经

突破 1 元。其中成立 早的南方 QDII 的净值已经达到 1.039 元。 

    日前,银华基金与汇添富基金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获准开展境外证券投资管理业务。至此,自

QDII 细则颁布后,获得 QDII 资格的基金公司已增至 10 家。 

    7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正式实施,基金、

券商的 QDII 业务从此正式启动。 

根据该办法,基金管理公司申请QDII资格的门槛是,净资产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经营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业务达 2 年以上,在 近一个季度末资产管理规模不少于 20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汇资产等。虽然

这些规定较此前业界讨论的有所降低,但仍然将 30 余家基金公司挡在 QDII 大门之外。 

……第一财经日报

 

A 股市场 

 

♦ 周勤业:时机一旦成熟 取消 10%涨跌幅限制 

根据彭博社报导,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周勤业表示,一旦时机成熟,中国应取消限制个股每日涨

跌幅不得超过 10%的规定。 

    周勤业说：“现在取消规定还太早。中国股市基本结构仍然脆弱。” 取消限制将使中国股市更贴

近国际股市作法,但风险也可能随之增加。 

    目前除了首发上市的个股外,其余个股每日涨跌幅均不得超过 10%。 

周勤业同时表示,中国将在近期推出股市指数期货,提供投资人平衡市场风险的工具。股指期货使作

空者也有获利的机会,有利于抑制今年暴涨 178%的中国股市多头热潮。                

 ……财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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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市场 

♦ 冲高回落港股高空玩“蹦极” 

港股本周呈现冲高回落走势，恒指一度挑战 32000 点水平，但未能突破，周后段受美股及内地股市

调整影响显著走弱，指数高位“蹦极”，全周仅升 63 点或 0.21%，收报 30468 点；国企指数虽然再度站

上两万点，但受获利回吐影响，股指高位回落， 终收报 19540 点，全周下挫 8 点，跌幅为 0.04%。伴

随市场波幅的加大，平均每日成交也有所增加，日均交易量为 1666 亿港元，较上周高出约 100 亿元。

港股上周五在地产股带领下，成功跃上 30000 点，本周初依然维持强势。周一港股随外围市况高开，

地产股持续走强，恒指一度冲高至 31600 点区域。不过周二有地产股配股及大股东减持套现消息，恒指

虽一度逼近 32000 点水平，但在地产股弱势下升幅显著收窄。周三港股再度回软，受外围弱势所累，加

上在美国公布议息结果前夕投资者态度转审慎，恒指有所低收。当晚联储局一如预期减息 25 基点刺激

美股走好，而周四港股亦跟随反弹，早段再度挑战 32000 点水平，可惜高位承接力不足，指数无功而返。

周四晚美股急挫，信贷危机及经济忧虑再度影响投资者情绪，花旗集团被降投资评级大跌，美股指数重

挫逾 2%。周五港股显著回落，30500 水平亦告失守，午后在期指带动下，跌幅进一步扩大，收低逾千点，

将周初升幅完全抹去。 

个股方面，上周“星光灿烂”的地产股普遍出现回落，跌幅在 3-6%不等；虽然权重股汇丰控股（0005）

表现较佳，但中移动（0941）、中国联通（0762）也出现高位回落走势。国际油价继续急升，内地上调

成品油价格及发放炼油补贴，令中海油（0883）、中石油（0857）、中石化（0386）等走高，但高位也不

乏沽压。中资金融股周初表现不错，但周后段建行（0939）、交行（3328）等均受回吐压力影响跌幅较

大；中国平安（2318）、中国人寿（2628）等走势平平。金属股受国际金属价格下挫影响依然表现疲软。

8 月 20 日内地公布“港股直通车”试点以来，恒生指数已由当时的 19550 点一路高歌猛进至 30000

多点，升幅逾 50%，国企指数几乎翻倍。与此同时，由于大量 QDII 资金进入港股，市场活跃度也大幅提

升，港股成交量屡创纪录， 高超过 2000 亿港元。笔者认为，两种不同投资理念的碰撞仍将持续，未

来内地资金的持续流入将带来有效供给。不过，股指不断改写历史纪录后，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股整体

估值偏高，部分国企股持续上涨后与 A 股的价差显著缩小，投资价值也逐步降低。操作上投资者可适当

关注香港本地股的机会，不少公司目前市盈率仅 10 余倍，值得中线关注。             ……证券时报

 

其他市场 

期货 

♦ 市场开发转型显成效 

“PTA 期货能够活跃,市场开发功不可没。”在记者的调研过程中,不止一次听到投资者类似的评

价。 

    今年10月11日,远在南京的江苏弘业期货公司副总经理郑培光收到来自郑商所的一封贺卡,内容是

祝贺弘业期货今年 1-9 月份在郑州市场总成交量同比增长 203％,菜籽油成交量上升到第八位。贺卡虽

小,却让郑培光激动不已,这是他从业十几年来,第一次收到交易所的贺卡,也使他对郑商所的发展更加

充满了信心。 

    通过邮寄贺卡与会员加深感情联络,是郑商所以服务为宗旨、实施全面市场开发计划的个性化手段

之一。据邮寄这封贺卡的郑商所市场二部高级总监左宏亮介绍,今年以来,郑商所积极转变市场开发方

式,调整、规范了市场开发工作：以《关于市场开发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基准,明确会员单位为市场开发

主体,并规定了市场开发的指导原则、基本思路和理念,市场开发的主要内容、形式及工作管理等。 

    围绕交易所实现全面转型的目标,“服务、信息、渠道和宣传等促开发是主要方式,具体手段则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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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包括短信、邮寄贺卡、视频、实地调研等,”左宏亮介绍说。 

    全面转型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一件件具体落实。记者在郑商所看到,仅电话沟通方面,就制定了详细

的《电话沟通工作管理制度》,要求接听电话必须按 4W 做好记录：即 When(何时)、Who(何人)、What(何

事)、Why(何原因),并及时填写《电话沟通情况表》和《接听电话记录表》,在下班前报至高级总监。 

    市场一部高级总监王晓明介绍,为提高服务的及时性,他们同易盛公司合作建立了会员短信平台,仅

上半年就向会员单位发送的生日问候、节日问候、交易所信息和各品种市场信息等 5 万 8 千条。 

    江苏粮食集团总经理刘习东介绍,公司所属的昆山交割库从申请到获得批准,仅用了 21 天时间,创

出了令市场称赞的“郑商所速度”。 

    王晓明还告诉记者,针对媒体记者的 QQ 群很快就要开通使用,届时,媒体要了解郑商所情况将更为

便捷。                                                                      ……中国证券报

黄金 

 

♦ 美元降息促黄金理财品繁荣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31 日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 0.25 个百分点至 4.50%。专家指出，虽然国内黄金

投资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但预计各银行推出挂钩黄金的理财产品的进度会有所加快。 

现货金价周四在亚洲市场触及 28 年高位，因美元兑主要货币创下记录新低且原油价格涨至历史高位，

促使投资者买入黄金。现货金价触及每盎司 799.30 美元的高位，为 1980 年 1 月以来的 高水准。 

黄金市场分析人士奚建华指出，市场对美元降息的预期在金价上早已显现——从8月份金价就开始波动，

从 640 美元/盎司上涨到目前的 790 美元附近。美元降息的利好兑现后，奚建华预计，金价将会从目前

的 794 美元回调至 780 美元左右，金价在 795 美元下方盘整，至 770 美元左右。虽然金价盘整，但可以

肯定的是，黄金市场的牛市行情不会改变。 

兴业银行黄金投资分析师程相峰介绍，随着国际金价的上涨，国内各家银行都在积极应对，相继推出挂

钩黄金的理财产品。 

例如民生银行 新推出“黄金期货、稳健投资”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期限 1 年，挂钩标的

为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黄金期货价格。通过每天观察挂钩标的表现，只要挂钩标的的表现始终没有

突破上、下限保护区间，则在到期日投资者都可获得较好的理财收益。该产品收益率为期末观察日挂钩

标的的表现与 0.82%之中的较大值，年化收益率 高有可能达到 10.5%。另外，如果挂钩标的的表现在

跌破区间下限之前上涨超过区间上限，则无论此后黄金期货价格如何变化，投资者都将获取优于同期限

定期存款利率的收益率。通过对过去 6 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 高年收益率达 10.5%， 低为 0.82%；

历史年平均收益率为 5%，获取该收益的概率为 73.5%。 

 “兴业银行也准备推出挂钩黄金的理财产品，我们的创新之处是理财产品将和国内金价挂钩。但产品

还在研制中，何时推出还没有定。”程相峰告诉记者。 

奚建华指出，金价波动时是投资者获利的好机会，风险偏好低的投资者也可以尝试挂钩黄金的理财产品。

但投资者首先要明确，挂钩型理财产品能够获得较高收益的关键是对挂钩标的物波动区间的准确判断。

也就是说，只有银行正确预测一年内黄金价格的波动区间，投资者才能获利。投资者应当选择波动小、

容易把握的标的物进行投资，这样收益才能稳定、可靠。 

由招商银行代理买卖的高赛尔金条是国内第一种投资型金条。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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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市场价格一览 

期货品种 前收盘 收盘价 涨跌（%） 

纽约 WTI原油 95.15  95.25  0.11  

伦敦布伦特原油 8744  9063  3.65  

上海期铜 65090  64900  -0.29  

上海期铝 17900  17900  0.00  

国际黄金 795.80  787.00  -1.11  

国际白银 14.47  14.10  -2.56  

伦敦铜 7761.00  7661.00  -1.29  

伦敦铝 2488.00  2500.00  0.48  

伦敦锌 2795.50  2732.00  -2.27  

伦敦铅 3691.00  3626.00  -1.76  

纽约期糖 9.98  9.91  -0.70  

芝加哥大豆 1010.00  990.75  -1.91  

芝加哥玉米 375.50  368.75  -1.80  

纽约棉花期货 64.08  63.74  -0.53  

数据来源路透社，截至为 2007 年 11 月 5 日 

财富生活 

♦ 建行推出人民币信托理财 

日前，记者从建行北京市分行获悉，中国建设银行将于 2007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8 日发售 2007

年第 74 期“利得盈”人民币信托理财产品。 

据建行北京分行相关人士介绍，该期“利得盈”产品为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信托理财产

品，募集的全部资金由衡平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名义向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发

售规模 3 亿元，期限 98 天，5 万元人民币起购，以 1000 元的整数倍递增。本期产品实行差别化定价，

对认购金额 5 万-300 万元的客户，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45%；对认购金额 300 万（含）-2000 万元

的客户，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52%，对认购金额 2000 万（含）以上的客户，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59%。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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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 低收益，投资有风险，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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