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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沪深股指低开企稳，冲高5日
线（ 2438点）遇阻，缩量横盘震荡。沪
指报收2426.11点，微跌0.1%，成交
710.7亿元，较周三继续萎缩23%；深成
指报收10060.96点，微涨0.06%，成交
692.6亿元，较周三萎缩15%；中小板指
在5日（ 4742点）和10日线（ 4676点）
之间缩量横盘，收涨0.39%；创业板指
在60日线（ 727点）企稳，收涨1.06%。

下周又见天天打新 资金面受考验
消息面上多空参半。利好消息主

要是：隔夜回购利率创逾7个月新低，3
月资金面相对宽松可期；2月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0%，连续3个月
回升，显示制造业经济总体继续保持
稳定增长；欧洲央行超预期“ 撒钱”
———释放流动性5295亿欧元；证监会
主席郭树清鼓励长期价值投资，反对
炒新、炒垃圾股，力挺股市等。

利空消息主要有：2月份的新增贷
款量约在5000亿元左右，令市场失望；
德国宪法法院限制德国联邦议院一个
9人特别委员会在批准向欧元区重债
国提供救助时行使快速决策权，可能
会影响到受援国及时获得救助，欧债
危机依然困难重重；经济专家估计，中
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率
可能下调到7.5%；下周新股发行数量
骤增至10只，又见天天打新，对短期资
金面是一个考验等。

日线呈现下跌抵抗 短线酝酿反弹
从技术面来看，周四沪深股指双

双以低开、缩量、实体非常小的小阳线
报收，像是一个下跌抵抗态势。从时间

来看，本周六（ 3月3日）是2009年3月3
日局部低点2037点以来整3年的时间；
周日（ 3月4日）是测量周期的转折日，
因此，周五（ 3月2日）的走势较为关
键。从图形来看，沪指今年1月份以来
的反弹，似走出一个楔形形态，楔形的
上轨是连接1月12日高点2295点和1月
30日高点2324点，以每天4.1429点的速
度上行，周四位于2420点；楔形的下轨
是连接1月6日低点2132和2月7日低点
2278点，以每天8.5882点的速度上行，
周四位于2424点，超过上轨。实际上，
沪指收盘刚好在楔形的上下轨之上，
周五该上下轨继续上行，分别位于
2424点和2432点，如不能有效站稳，则
需警惕短线变盘。周四沪指全天在生
命线之下运行，未来3个交易日的生命
线依次位于2442、2430、2451点，其中
下周初的生命线位置较低，短线酝酿
小幅反弹的机会。

空方开始由守转攻 减仓回避调整
从盘面看，指数强势调整，个股涨

多跌少。午后在港股大幅下挫的带动
下，上证指数有所回落，但股指期货回
调幅度较大，周五上证指数低开的可
能性较大。

从本周开始，空方开始由守转攻，
但多方不愿放弃。从本周前四个交易
日看，指数缓慢下降，周K线收阴的概
率较大。虽然两会召开在即、政策利好
不断，但经济基本面下滑是股市绕不
开的基础，下周将公布2月份宏观数
据，短期内对多方不利。操作上建议投
资者逢高减持，回避短期调整。

山东神光

空方由守转攻 多方不愿放弃
指数4天缓慢下降 周线有收阴危险

一年前的推荐不靠谱
事情的起因源于去年3月9日，

天相投顾的研究员宋彬发布了一份
名为《 彩虹股份：2010年实现扭亏
为盈》的研究报告，对彩虹股份做
出了“ 增持”评级，理由是：“ 我们
预计公司2011—2013年的每股收益
分别为0.60元、1.19元、1.57元，按3
月8日股票价格测算，对应动态市盈
率分别为26倍、13倍、10倍。彩虹股
份已经真正成为全球第五家、国内
第一家液晶玻璃基板生产企业，随
着国内高世代液晶面板线陆续投
产、液晶玻璃基板高速增长，我们看
好公司新业务前景。”同时，天相投
顾因与华鑫证券存在业务合作关
系，其分析师李敬祖于去年3月初到
华鑫证券车公庄营业部做了股评报
告会，当场也发布了这份看好彩虹
股份的研究报告。投资者王某和夏
某正是华鑫证券的客户，他们也参
加了这次股评报告会，并在现场就
彩虹股份与天相投顾的分析师做过
交流。但其后，彩虹股份的业绩非但
没有天相投顾当初所预计得这么
好，更是出现了亏损，股价也节节败
退。两位投资者与天相投顾交涉未
果，因此委托了北京市问天律师事
务所的张远忠律师处理此事。

被指脱离实际主观臆断
张远忠律师认为，天相投顾

没 有 对 彩 虹 股 份 进 行 过 实 地 调
研，研报中的很多对彩虹股份业
务运作的说法与当时的事实严重
不符，其对彩虹股份做出“ 增持”
评级不客观、没有合理依据。例
如，天相投顾在研报中称，全球只
有三家公司可以生产液晶玻璃基
板，“ 彩虹股份已经真正成为全球
第五家、国内第一家液晶玻璃基
板生产企业”，但实际上全球是五
家企业有此业务，彩虹股份是全
球最后一家，且刚刚开展，经营风
险比较大。张远忠认为，天相投顾
这种不审慎的做法，违反了《 关于
规范面向公众开展的证券投资咨
询业务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第
二条关于“ 预测证券市场、证券品
种的走势或者就投资证券的可行
性进行建议时，需有充分的理由
和依据，不得主观臆断”的规定，
同时也违反了《 发布证券研究报
告暂行规定》第3条和第9条规定，
理应承担相应责任。

不是客户没有赔偿义务？
而天相投顾的董事长林义相

也就此事件公开表态，“ 没有说研
报 一 定 需 要 实 地 调 查 ”，“ 宋 彬

（ 研报作者）告诉我，事件当事人
找到他问这只股票时，当时已经买
了彩虹股份，并不是研报发布之后
才买的。分析师也不可能因为他问
了，就要为他的亏损负责。”林义

相坚持认为“ 研报没什么问题”，
“ 王某和夏某不是公司客户，没有

赔偿义务。”
此事件不由得令人联想起股

民诉汪建中民事赔偿一案，当时
该股民称因看到汪建中公开推荐
股票而买入，因汪的“ 抢帽子”行
为而遭受损失，因而提起民事赔
偿诉讼，结果因“ 缺乏依据”而被
法院驳回。上海华荣律师事务所
的许峰律师认为，汪建中民事赔
偿案是因为“ 缺乏证据”，与天相
投顾这件事有一些区别；而他并
不同意林义相所说的“ 不是客户，
没有赔偿义务”。许峰表示，“ 对
客户而言是违约，对非客户而言
可能构成侵权，不是客户不能成
为绝对的免责理由”，天相投顾的
分析师到华鑫证券对后者的客户
进行了宣讲，虽然与华鑫证券的
客户没有直接的合同，但也是一
种误导行为。

对于研报误导这种事，普通投
资者也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有投
资者表示，“ 如果天相败诉，是不
是代表着以后股民都可以买份研
究报告，然后闭着眼买股票，赔了
全由机构兜底呢？”但更多的声音
认为，“ 研报一会儿忽悠，一会儿
放卫星，难道就不用负责任吗？”
或许，正如林义相自己所说的，

“ 此番争论，不论结果如何，都是
一件好事”。

继去年8月被刑拘、11月末被
证监会通报后，李旭利“ 老鼠仓”
案将于3月15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昨天，上海法
院网公布的信息显示，3月15日下
午李旭利将出现在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的被告席上，案由为“ 涉嫌利
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李旭利将是
继原长城基金的韩刚、原光大保德
信的许春茂之后，第三位被追究刑
事责任的原基金经理。

李旭利案发后，有人痛骂，有人
叹息。是人性的贪婪原罪，还是制度
缺失诱发？不论结局如何，李旭利案
已经在中国证券监管史上画下了浓
重的一笔。此前，证监会通报的情况
仅显示，在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
5月25日期间，李旭利通过其实际控
制的两个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期于
其管理的基金买入或卖出相同股票
两只，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而此次
开庭将使那些细节浮出水面，例如

涉及的究竟是哪两只股票，操作的
具体时间等。而对李旭利的最终判
决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此前韩刚
的非法获利为30多万元，被判有期
徒刑一年；许春茂非法获利200多万
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
年。李旭利的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
万元，对于其结果是否对“ 老鼠仓”
行为具有威慑作用，市场各方都在
拭目以待。

丁艳芳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经历了持续
反弹的“ 阳春二月”，市场活跃度大大
增加，但2月最后几个交易日大盘纠结
的走势仍令投资者心生忐忑。与此同
时，券商们“ 提防冲高回落”的声音也
越来越多。

后市趋向：上行中警惕回调
反弹格局中，赚钱效应使得投资

者参与市场的热情提高。据悉，2月份
新增A股开户数为46.92万户，日平均
新增开户数为3.13万户，A股账户活跃
度也连续几周攀升，升至7%以上的水
平。面对思涨人心，券商们发出3月警
惕回调的提示。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近日发布策略
研报指出，从环境看，随着全国“ 两会”
召开临近，政策面将处于静默状态，短线
出台重大政策的可能性较小。经济政策、
货币政策也将接受“ 两会”代表委员的
热议，因此，市场进入观望整固的可能性
较大。从历史看，近年全国“ 两会”期间
盘整行情居多，今年也可能再现。

瑞银证券则表示，3月后期市场可
能面临下行风险，由见底预期带来的
估值修复行情开始进入后半段，需开
始警惕回落风险。中原证券则预计A股
3月将在冲高后进入震荡调整期。

热点板块：消费股PK周期股
虽然券商关于3月回调的看法一

致，但对于看好的行业板块，券商们却
出现了分歧。

瑞银证券建议3月投资者减持煤
炭、有色等前期强势的强周期类行业，
可以开始关注消费品股的买点；另外，
银行股风险应该不大，仍可以继续持
有。瑞银证券还预计，消费品的超额收
益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3、4
月份，这个时候主要是受到市场冲高
回落的风险影响，预计可能获得小幅
超额收益，是较好的建仓期；第二阶段
可能在二季度后期，这一阶段在季报
等催化剂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估值溢
价回升从而带来超额收益。

华泰证券与瑞银证券看法相反，
认为房地产行业为主的周期性板块将
成为3月份的主导板块，看好房地产、
建材、家电以及煤炭等行业。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荐股态度偏
向中性，看好的消费股有：新国都、洋
河股份、东阿阿胶、贵州茅台、美邦服
饰、苏宁电器、美克股份、康美药业；周
期股看好有中国神华、平煤股份、民生
银行、中国太保、上海绿新、招商银行、
海通证券、上汽集团、开山股份。

3月需提防“ 倒春寒”

李旭利老鼠仓案“ 3·15”开庭

听了虚假研报导致亏损
股民将天相投顾告上证监会

龚滔 绘

一年前，天相投顾关于彩虹股份（ 600707）的“ 研报门”事件最
近又有了新的进展。近日，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的张远忠律师受
两位投资者的委托，将《 投诉信》寄送至证监会，要求证监会对天相
投顾研究“ 发布虚假研报”给予调查和处罚。 丁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