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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要闻 

♦ 发改委：推动有关部门尽快设立创业板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曹文炼日前表示，国家发改委将推动

有关部门尽快设立创业板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优先支持创业投资企业

投资和辅导的创业企业到创业板上市。此外，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抓紧

制定两项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配套政策。 

在“长三角”六省一市创业投资论坛上，他表示，当前和近期，国

家发改委将配合有关部门加快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挥创投对企业

价值发现和资产定价的功能。国家发改委将推动有关部门尽快设立创业

板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研究建立已备案优秀创业投资企业和试点产业

投资基金投资退出的绿色通道，引导创投和产业基金加强对企业的增值

服务，发挥价值发现和资产定价的功能，减少一级半市场的投机，优先

支持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和辅导的创业企业到创业板上市。 

曹文炼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在抓紧制定两项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配

套政策，争取早日出台。一是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出《关于促进创业投

资引导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促进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发展；

二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配套政策的通知》要求，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创业投资企业债权融资管理规定》，为已备案的合

格创业投资企业的债权融资提供法律支持。 

此外，国家发改委在组织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的过程中，在有关部门

的支持配合下，已经解除了政策性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社保基

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试点产业投资基金的限制。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继

续推动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广大机构投资者参与投资包括创业投资基

金在内的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努力拓宽创投基金的资金来源。 

曹文炼表示，国家发改委将研究建立创投企业的科学评价体系，帮

助投资者甄别优秀创投管理团队；在条件成熟时推动“股权投资基金协

会”及早设立，以健全行业自律，推动市场健康发展，并促进行业专业

人才队伍的建设。                                 ……中国证券报

♦ 山东拒批能耗２０００吨标准煤以上项目 

山东省近日对高耗能、高排放工业项目审批作出明确规定，今后将

不再对年综合耗能２０００吨标准煤以上的项目进行核准和备案。 

山东工业结构偏重，煤炭消耗量居全国前列。去年，山东省煤炭消

耗总量２．１亿吨，占全国同期消耗总量的８．９％。据山东省环保局

介绍，在主要污染物排放方面，山东省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

别居全国第１位和第６位。 

为加快推进节能减排，控制高耗能项目增量，山东省表示将进一步

加大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控制和改造力度，完善技术改造项目节能评

估审查办法，除了拒批不符合节能评估审查等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项目外，对年综合耗能２０００吨标准煤以上项目将一律不予核准和备

案。                                             ……上海证券报
上证深证图片数据取自 SOHU， 

恒指图片取自 S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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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国内新闻 

♦ 央企股票投资预算须报国资委 

记者昨天从国资委了解到，中央企业 2008 年拟安排债券、股票、

基金等金融工具的，须向国资委上报投资目的、资金占用规模、资金来

源和预计投资回报率等情况。 

国资委是在《关于印发2008年度中央企业财务预算报表的通知》（简

称《通知》）中作出以上表态的。《通知》要求，各中央企业结合国资委

2007 年度财务预算复函意见，切实做好 2008 年度财务预算报表的布置、

培训、编制、审核和报送工作。 

《通知》指出，中央企业应当遵循新准则的实质控制原则，将具有

实质控制权的所有内部业务机构、下属境内外子企业、金融子企业、事

业单位、基建项目（基建财务）等所属独立核算经济单位纳入财务预算

编制范围，并在此基础上编制集团 2008 年度财务预算合并报表。 

《通知》称，中央企业编制年度财务预算应当坚持以战略规划为导

向，正确分析判断市场形势和政策走向，科学预测年度经营目标。切实

加强成本费用、现金流量、应收款项、担保、投融资规模、金融及衍生

品业务等重大财务事项的预算控制管理。编制财务预算报表应当以资

产、负债、收入、成本、费用、利润、资金为核心指标，合理设计基础

指标体系，注重预算指标的相互衔接，客观反映预算年度企业的生产经

营情况。 

根据《通知》，中央企业编写财务预算情况说明书时，集团总部生

产经营情况预测应该包括六项内容：一是对预算年度行业经济形势进行

预测分析；二是占企业主营业务较大比重的几个业务板块生产经营指标

增减变动情况和比率；三是拟安排的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目的、总

规模、资金来源与构成、预期收益及预计实施年限等情况，其中对非主

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超过 10%、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低于 30%的

固定资产投资予以详细分项说明；四是拟安排的重大筹资项目的长、短

期筹资规模以及结构安排、相关筹资费用等情况；五是拟计划实施的重

大长期股权投资情况，包括投资目的、预计投资规模、持股比例，以及

预计收益等情况；六是拟安排的债券、股票、基金等金融工具投资目的、

资金占用规模、资金来源和预计投资回报率等情况。 

《通知》还要求，各中央企业在正式报送 2008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前，

应当履行相应的内部核准程序，其中，设立董事会的国有独资企业和国

有独资公司，财务预算报告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未设董事会的国

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财务预算报告应当经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

过；国有控股公司的财务预算报告应当经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会批

准。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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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 美国在线 3 亿美元收购 Quigo 

美国在线（AOL）将以 3 亿美元收购以色列目标广告提供商 Quigo，

以进一步推动自己的网络广告计划，向谷歌和雅虎发起挑战。 

美国在线正在由互联网接入业务向基于广告的免费网络服务转型，

因此该公司希望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网络广告工具，收购 Quigo 就是这一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Quigo 是一家以色列广告提供商，目前共获得 4500 万美元融资，其

中 3000 万美元来自于已有投资者。Quigo 旗下有两大广告服务产品，分

别是 AdSonar 和 FeedPoint。其中，AdSonar 与谷歌 AdSense 类似，即

吸引中小网站加盟成为内容发布商，在自己的网站上显示关键词广告，

与谷歌根据广告被点击的次数共享分成；而 FeedPoint 则是一款搜索引

擎营销工具。 

早在今年 6 月，美国在线母公司时代华纳就同 Quigo 签署了独家合

作协议。根据协议，时代华纳旗下的 15 家网站将采用定制版的 Quigo

按点击付费广告服务。时代华纳预计，这一交易未来三年将给该公司带

来 1 亿美元营收。 

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在线的广告收入只增长了 16%，远低于美国网

络广告市场 26%的增长速度。                        

……中国证券报

♦ 伊拉克超级油田重新招标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４日报道，伊拉克石油部长沙赫里斯塔尼

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曾经与俄罗斯签署开采合同的伊拉克西古尔奈

油田将最早于明年初进行新的招标。 

据估计，西古尔奈油田储藏量为１１０亿桶，相当于美国最大的石

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在全世界已经探明的储量。 

该油田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由前苏联地质学家勘探，但是大部分没有

开发。它是世界上十多个超级油田之一。在卢克石油公司１９９７年的

产量分享协议中，萨达姆政府将１１０亿桶石油的开采权授予该公司，

仅获得１０００万美元的签约费。这项交易是在伊拉克寻求俄罗斯支持

解除联合国制裁的时候签订的，它将石油产量的９．６％分配给卢克石

油公司。 

伊拉克政府与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的这份合同由萨达姆政府签署

并在后来取消。但是克里姆林宫直至今年９月还希望它能得到恢复。自

从２００３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以来，卢克石油公司合同的合法性一直含

糊不清。伊拉克的公开政策是履行萨达姆政府签订的合同。但是，伊拉

克方面指出，是萨达姆政府取消了与卢克石油公司的该合同。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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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快讯 

 

♦ 十月基金整体跑输大盘 

10 份市场调整如期而至，尽管月 基金经理普遍预期调整即将到来并采取了防御性投资策略，但各

类型基金仍然跑输大盘。同时基金间业绩分化进一步加剧，净值下跌的基金超过 50 只，股票型基金月

度最大业绩差距拉大到 13.77 个百分点。买了基金就赚钱的好时光似乎正在逝去。 

平衡型基金相对出色 

10 月期间上证指数上涨 6.75%，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93%，深成指上涨 3.53%，据银河证券基金研

究中心数据，10 月份 126 只股票型基金平均净值增长率为 1.64%，不仅大幅跑输上证指数，亦逊于沪深

300 指数。指数型基金表现仍位居各类型基金之首，但 2.64%的平均涨幅同样与上证指数相去甚远。偏

股型基金月平均净值增长率为 1.43%，一些偏股型基金仓位甚至超过股票型基金，使其在市场调整中受

到较大影响，拖累了净值表现。 

主动投资的股票方向基金中，平衡型基金表现相对优异，2.01%的平均净值增长率超越了股票型基

金，显示出平衡型基金在震荡市中的优势。而封闭式基金 10 月整体收益为负，平均净值下跌 0.9%。 

国庆前后，各基金公司在四季度策略报告中就异口同声地认为市场整体估值过高，调整即将到来。

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调整，基金持仓越发向大盘蓝筹股集中，再加上股指期货推出预期日益临近，造成

10 月上半月蓝筹行情异常火爆，上证综指也一举突破 6000 点大关。但在估值过高和周边市场影响下，

10 月 17 日起市场调头向下，展开了一波逾 600 点的调整。 

调整中尽管以工行、万科为代表的金融、地产等基金主要防御性品种表现强势，但一些基金重仓股

的杀跌仍然使基金净值普遍下跌。统计数据显示，10 月共有 33 只股票型基金和 14 只偏股型基金净值

下跌，而同期 23 只平衡型基金中只有 4 只净值增长为负，进一步显示出平衡型基金在震荡市中可进可

退的产品设计优势。 

业绩进一步分化 

震荡市况成为考验基金经理防御能力的试金石，也使基金间业绩差距进一步拉大。10 月份，博时

等一些老牌基金公司旗下基金表现优异。其中博时基金在资产管理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保持了良好的业

绩，旗下基金净值均有所增加，博时第三产业成长基金以 6.9%的增长率位居股票型基金第一。风格激

进、强调集中持股的创新型封基大成优选也异军突起，在封闭式基金整体表现不佳的环境中以 8.97%的

骄人战绩雄踞各类型基金净值增长率首位。 

在偏股型基金中，位居前三位的新世纪优选分红、大成蓝筹稳健、汇添富优势精选净值增长率都在

6%以上。平衡型基金方面，景顺长城动力平衡、广发稳健增长、华夏平稳增长分居前三位。 

同时，剧烈波动的市场也使一些基金掉了队。126 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一与倒数第一的基金净值

变动差距为 13.77 个百分点，偏股型基金中这一差距也达到了 12.78 个百分点。平衡型基金中业绩差距

相对较小，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相差为 7.64 个百分点。 

10 月净值下跌的基金超过 50 只，买了基金就赚钱的好时光似乎正在逝去。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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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 场 

♦ 短期仍以盘整为主 

一 小幅收跌。从全日交易情况看，中国石油 A 股上市，受此影响一些权

重股

处于上有压力、下有支撑的格局当中，短期仍将

以盘

市

周 沪深两市 B 股上下震荡、

普遍表现疲弱，但 B 股并未受太大影响，主要呈现出多空相持态势。全日沪市 B 股指数以 369.08

点开盘，之后股指一度跌至 368.9 点，尾盘收报于 370.44 点，下跌 0.97 点，跌幅为 0.26%，深成 B 指

以 6126.05 点报收，下跌 77.03 点，跌幅为 1.24%。 

从技术指标和技术图形看，BOLL 显示当前市场仍

整为主。目前市场正处于平衡对峙格局当中，短期内并没有刺激因素，也没有启动的迹象，后市如

要向上突破则还需要成交量的配合。总体上看，股指仍处于相对良好的格局当中，整个市场的走势表明

市场仍在积蓄力量。对于 B 股的投资者来说，主要还是存在着价差带来的机会。所以就操作而言，短期

可以继续以观望为主，中期还可以在控制仓位的前提下，精选个股择机参与建仓。    ……上海证券报

 

港股市场 

♦ 恒指权证成交活跃 

继上周五重挫后，港股昨日再面对沉重沽压，恒指低开后不久即失守三万点关口，其后跌势加剧，

全日下泻 1526 点或 5%；国指亦大幅下滑，跌穿 20 天线，收市挫 1248 点或 6.4%，调整幅度明显较恒指

高。与上周五相比，大市及权证成交均轻微上升，前者增至约 1590 亿港元，后者则升至约 380 亿港元，

占大市成交比例保持在 24.1%。 

从权证市场情况看，成交最活跃的单一股份权证为中国石油(0857.HK)权证。中石油 A 股昨天首日

在上海交易所挂牌，收报 43.96 元人民币，较招股价高出 1.6 倍，但相关 H 股受沽盘拖累，收市跌约 8%。

中石油权证交投非常积极，差不多全日占据权证成交榜首位，占有率更一度高达两成，但尾市被恒指权

证后来居上，结果位居第二，成交额 54.7 亿港元，占整体权证成交比重 14.3%。 

由于大市尾段愈跌愈急，恒指权证的成交明显增加，成交额上升至 59.7 亿港元。其余活跃于五大

权证成交的权证，除中国交通建设(1800.HK)权证晋身五甲外，基本上与上周五相同，包括中国石化

(0386.HK)权证及中国移动(0941.HK)权证，以金额计，前者缩减 10.3 亿港元，后者则增加 10 亿港元。

       ……中国证券报

 

其他市场 

期货 

♦ 基本面前景不好,胶价上涨压力增加 

后开始震荡下滑,全天最高 22835,最低 22510,

尾盘

要的基本面利多因素。但是随着

泰国

上周五沪胶受原油下调和美国股市下跌影响,但开盘

收于 22575,成交 320678 手,持仓小幅增加,日胶今日高开震荡。 

消息面,泰国南部持续的降雨导致供应紧张成为天胶价格上涨最主

、印尼和马来西亚即将步入割胶旺季,只要天气保持正常,这一基本面利多因素将会趋弱甚至消失。

原油在完成对 100 美元重要位置的冲击后也有望步入回调,这可能引发日胶市场基金多头的获利平仓。

技术面,日胶在原油回调的影响下盘中开始下跌,收一较长上影线,但各日均线显示多头发散,同时受

300 日元和 5 日均线支撑,上涨动力强劲,上周五低开冲高回落,技术指标显示有顶背离的迹象,但仍在

300 日元上方,看 300 日元能否形成有效支撑。沪胶今日继续下跌并跌破 5 日均线,但 22500 的成交密集

区,摆动指标显示没有进入超卖区间,下周可能继续在 22300 到 23000 之间震荡,重点关注 22500 的前期

成交密集区和 5 日均线位置能否形成有效支撑而建多仓,可适当逢低谨慎建立多头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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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位的条件操作建议:近期目标有望冲击年内高点,重点关注 22500 能否形成有效支撑,并在 22300 为止

下多头交易。受原油走势影响,属于被动跟涨,近期还是以震荡势操作为主,之前多单可继续持有,但新的

多单不建议进场,看 23000 能否站稳而选择是否进场。而受基本面的供应和技术面的影响,有筑顶的可

能,不建议投资者满仓操作,三分之一仓位为宜。                                        ……新浪

 

黄金 

 

♦ 中东二手黄金交易增 60％ 

近 国际黄金价格大幅增长，2 日黄金来 期价自 1980 年以来首次收于每盎司 800 美元以上。而在过去

两周里，阿联酋迪拜黄金市场二手黄金交易行情也看涨，交易量大增了 60％。 

迪拜是中东地区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今年第三季度，迪拜黄金贸易量达到 147 吨。与此同时，迪

拜黄金零售市场二手黄金交易也在迅速升温。 

在迪拜经营多年的一家黄金店铺老板阿卜杜拉·塔哈尼告诉记者，由于金价大幅提高，很多人都想

卖掉自己的黄金首饰。过去两周里，来他店里卖首饰的人比往常增加了 50％~60％。两个月前，迪拜黄

金零售市场 21K 首饰每克为 19 美元，而现在已经攀升到了 82 美元，每盎司高达 793 美元。 

阿卜杜拉·塔哈尼说，许多顾客认为，目前的黄金价格已经升到峰顶，因此很多两三年前以低价购入黄

金首饰的人现在急于抛售，以获得最大利润。                                           ……搜狐

 

期货市场 格一览 价

 

期货品种 前收盘 收盘价 涨跌（%） 

纽约 WTI 原油 94.64  94.60  -0.04  

伦敦布伦特原油 8972  9208  2.63  

上海期铜 64150  63650  -0.78  

上海期铝 17910  18000  0.50  

国际黄金 807.10  806.00  -0.14  

国际白银 14.61  14.68  0.48  

伦敦铜 7535.00  7412.00  -1.63  

伦敦铝 2532.00  2551.00  0.75  

伦敦锌 2785.00  2730.50  -1.96  

伦敦铅 3765.00  3762.00  -0.08  

纽约期糖 9.94  9.90  -0.40  

芝 1001.75  # #加哥大豆 N/A ND VALUE! 

芝加哥玉米 377.00  #N/A ND #VALUE! 

纽约棉花期货 63.74  64.31  0.89  

 

数据来源路透社，截至为 2007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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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生活 

“生财智道”投连险面世 

海尔纽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1 月 1 日正式推出“生财智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生财智道”投资连结保险专为教育金、养老储备金、家庭资产增值等中长期理财需求度身打造，

为忙碌的现代人士提供了一个一站式的解决方案。而海尔纽约人寿秉承股东纽约人寿财务稳健的策略，

继承了股东成熟卓越的金融投资管理经验，必将为客户提供稳妥的投资保障。 

作为海尔纽约人寿重点开发的投连险，“生财智道”除了与市场同类产品具有相同的兼顾保障与投

资，灵活方便的特点外，还具备两大特色：一是产品设计更具人性化：投保“生财智道”后，即使发生

全残理赔，只要保持保单有效，投保人仍然拥有投资的权利。 

二是长期投资更有奖金激励：只要投保人按合同每年按时缴费，在第五个保单年度末，公司还将额

外分配持续奖金进入投保人的个人账户，增加投资价值，持续奖金为各年已交期交保险费平均值的 5%。

此外，为保证该投连产品的投资收益，海尔纽约人寿更特别安排了一支实力强大、具有多年投资经

验，包括海外投资经验的专家团队来进行资金运作管理，以帮助投保人获得稳定的较高收益的回报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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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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