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证券第92期投资大讲堂

主题1： 政策引导下的行情走势

以及重点投资机会 主讲人：首席策略

分析师张勇与资深投资顾问鲁瑜 主

题2： 汽车及零部件板块投资机会 主

讲人： 汽车行业研究员 冉飞 时间：6

月18日（周六）下午2：00-5：00�地点：

五一大道235号湘域中央一栋五楼长

城 证 券 长 沙 营 业 部 详 询 ：

0731-88091017/8091018�欢迎各位

有兴趣的朋友踊跃参与！

“两型”家庭建设标准定量指标表

指标 指标值要求 备注

1、月人均用水量 4800升/人·月

2、月户均用电量 6-9月分别为80度/户·月

其他月份为60度/户·月

3、月户均用气量 20立方米 全部使用燃气加热设备家庭适用

4、室内采暖和制冷温度设置 夏季空调温度设置≥26℃ 使用空调家庭适用

冬季空调温度设置≤18℃

5、家庭支出核算次数 ≥1次/户·月

6、家庭支出预算控制率 ≤100%

7、噪声控制 60（昼间）50（夜间）LAeqdB

8、养花护绿 绿色植物种植≥1盆

9、无磷洗涤用品使用率 100%

10、“两型”知识普及率 100%

11、“两型”建设活动参与率 100%

12、幸福指数 高 评价标准：高、中、低

13、邻友争吵次数 0次/人

14、违法违纪次数 0次/人 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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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肖雯栎 刘玲玲

“这里没有喧嚣的闹市、繁华的商

业中心、奢华的高尔夫球场，但犯罪率

几乎为零，房前屋后满是绿色，夜里抬

头就能看见满天繁星， 出门不会与车

辆混行。 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想念伦敦

的生活，我一定会说不。”伦敦附近小

城米尔顿·凯恩斯的居民这样描述自

己的住处。

作为“两型试验田” 的长株潭地

区， 今后居民生活也许会像凯恩斯城

的居民一样活得更“绿色”。

6月16日上午， 省长株潭两型办

首次向社会公布12项“两型社会”建

设标准，涉及“两型”产业、园区、企业、

村庄、 县、 镇等首批宏观层面建设标

准， 还包括了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

“两型”机关、家庭、学校、医院、社区、

农村等建设标准。

“两型”家庭首倡勤俭节约

家庭和谐没有婚外情、 买菜自带

购物袋或菜篮子、 出门尽量步行或搭

公共交通、用节能灯、节能灶具……这

不是哪个节俭的妻子和丈夫定的“家

规”，而是“两型”家庭的建设标准。

记者发现，此次公布的“两型”建

设标准中， 有许多内容与市民生活息

息相关。

“实际上，‘两型’产业园区等宏观

建设标准在去年7月已开始试行。”湖

南省长株潭两型办副主任陈晓红介

绍，今年6月发布试行的第二批标准全

部与民生相关。

据悉，第二批标准对机关、家庭、

学校、医院、社区、村庄等在“两型社

会” 建设中所应达到的要求都作出了

规定。如“两型”社区将在公共区域采

用太阳能供电、 垃圾分类收集处理，

“两型”学校将把“两型”理念的倡导与

教育纳入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范

畴，“两型”机关全面推行无纸化办公；

“两型”医院医疗废弃物与生活垃圾分

别独立收集； 医院污水每日至少监测

一次……主要意在倡导低碳生活方

式、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社区生活

环境、提升居民“两型”意识。

借鉴国外，力争升级为地方标准

“目前公布的‘两型社会’建设标

准只是一个引导性标准， 但我们希望

在执行中各地方政府、企业、园区有配

套措施。”陈晓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他们力争将成熟的“两型”标准升

级为地方标准，甚至国家标准，为“两

型社会” 建设提供更强有力的制度保

障。

陈晓红告诉记者， 这些标准在考

虑长株潭现实情况的基础上， 充分借

鉴吸收了日本北九洲、德国鲁尔区、英

国伦敦凯恩斯卫星城等国家的先进经

验，里面包括几大类指标：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社会和谐， 还有社会进步

等，“两型”主题非常明显。

湖南发布12项“两型社会”建设标准

看看你的生活圈够“两型”吗？

周四大盘再创近期新低， 收于

2664点， 离2010年9月30日的跳空缺

口2656点仅一步之遥，市场人气涣散，

我们判断， 未来市场可能还将继续运

行于下行通道中。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近期有几个板块还是比较活跃， 我们

认为有继续关注的价值， 比如化工板

块， 化工板块可以说在今年以来走势

相对独立，从氟化工炒作到纯碱，未来

我们认为还有可能往其他细分领域去

进行炒作，炒作的理由在于产能扩张，

而下游需求也很旺盛， 企业业绩可能

有较好的表现。

从近期的消息面看， 我们判断未

来依然还是会存在加息的可能， 而外

围的焦点在于两个， 一个是欧元区的

债务危机并没完全解除， 另一个焦点

就是美国国债上限的问题， 但这些都

要到8月份才会明朗。 展望未来市场，

我们强调操作上仓位控制在半仓以

下，密切观察大盘补缺后的走势，待到

指数回至20日线也就是2750点上方

才可重仓介入。■长城证券 周颖华

大盘再创近期新低

1、日本北九洲：北九洲市位于下关市西南侧近邻，该市响滩地区建立了“资源循环型

工业园”，进行了道路、公园、河岸的美化，屋顶绿化，建设了大型风力发电系统，实施了

“环境修复”工程（净化近海水质，治理被污染的土地等）。园内进驻了许多资源循环型企

业，进行各种废弃物的再生资源化，基本实现了垃圾零填埋，因此被政府认定为“资源循

环样板市”。

2、德国鲁尔区：鲁尔区位于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简称北威州），面积

4400平方公里，人口540万，是欧洲现在最大的经济区。随处可见环境优美的公园绿地、幽

雅的产业园区或者豪华的商贸中心。所有大学和研究所都有“技术转化中心”，帮助企业

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鲁尔区为在这里落户的企业提供支持，新成立的公司能得到低息

贷款或部分无偿援助等优惠，中小型公司尤其得到关照。这里建起了大量风景优美的产

业园区，目的是要让企业人员感觉“在公园里上班”。产业园区大都绿荫环抱，安静宜人。

这是我们的“两型”样本

背

景

延

伸

周四郑糖早盘小幅高开， 随后在买

盘乘胜追击下震荡冲高， 创出近期新高

后遭遇卖盘抛压， 期价回落， 主力合约

SR1201报收于6667元/吨，下跌12元。郑

糖受ICE原糖期价似进入横盘整理影响，

一涨三回头走势犹豫， 但重心沿10日线

缓步抬升， 预计周五郑糖可能会小幅回

落考验10日线支撑。

IF1106周四低开震荡大幅下挫，报

收大阴线。成交量和持仓环比减少，资金

开始移仓IF1107合约，IF1107合约成交

和持仓大幅增加。现货沪深300指数受欧

债危机恶化和美股大幅下跌的影响，低

开震荡大幅走低， 报收中阴线， 再创新

低。大盘几乎没有热点，个股普跌，成交

环比减少。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日线、周线

和月线均处在下降通道中， 大盘将继续

震荡下跌。我国当前通胀压力巨大、宏观

调控任务紧迫、资金面非常紧张，不排除

央行继续加息的可能， 因此目前市场不

具备企稳走强的条件， 中期趋势不太乐

观，大盘将继续向下寻求支撑。操作上建

议投资者继续逢高做空。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IF1106震荡大幅下挫

ISM采购经理人指数是指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

是美国非官方机构-供应管理协会（ISM）每个月定期

发布的一项经济领先指标。它是一个综合指数，由5个

扩散指数加权而成。 各指数的权重分别是： 新订单

30%，生产25%，就业20%，供应商配送15%，存货10%。

什么是ISM采购经理人指数

期货知识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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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6日讯 我省成品油供应紧

张缓解了。 今日，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

到， 目前我省成品油库存充足，5月份出

现的供应紧张局面已得到缓解。截至6月

12日， 我省汽油库存17万吨， 柴油库存

24.4万吨， 可以满足我省市场的正常用

油需求。

5月份供应偏紧得到缓解

今年以来， 我省成品油市场一直呈

现资源供应紧张局面，进入5月受各地旱

情、电力短缺日趋严重，柴油供需也随之

日益突出。

“上个月， 连续好几天加油都要排

队”，6月16日，长沙有车族刘先生对记者

说，最近没有这种情况了。

省商务厅商贸服务管理处处长刘飞

告诉记者， 我省成品油供应紧张局面已

经得到缓解。目前，我省油源和库存都较

充足。截至6月12日，我省汽油库存17万

吨，柴油库存24.4万吨。

刘飞还表示，“这种库存水平可以满

足我省市场的正常用油需求”。

重点保障抗旱防洪用油

最近几天，全省普降大雨，部分地区

出现洪涝灾害， 保证成品油市场平稳十

分迫切。

10天前，省商务厅下发了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商务部门采取积极措施， 确保

“三夏”期间我省成品油市场供应平稳。

据了解， 目前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已

在协调当地成品油经营企业做好运输协

调和资源衔接工作， 加大市场资源投放

力度， 保证辖区内成品油的合理库存水

平，保障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用油，特别

要做好旱情洪涝灾害损失后农民生产生

活恢复、“三夏” 粮食抢收期间的成品油

市场资源保障工作。

通知还要求，中石化、中石油两大集

团在湘企业在继续严格控制成品油出省

的基础上，组织好成品油调拨、增加省内

市场供应。

加大检查力度 严查哄抬油价

另外， 各地商务部门会密切关注旱

情洪涝灾害、 电力短缺情况下成品油市

场反应及相关影响，做好对当地零售、批

发价格到位情况和成品油购销存的监控

分析， 及时处理市场供应中出现的矛盾

和问题。

与此同时， 各地商务部门正进一步

加强与物价、公安、交通、工商、质检等部

门的沟通协作， 加强对辖区内成品油经

营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 严肃查处哄抬

油价、搭车涨价、掺杂使假、短斤少两、抢

购囤积、 无证照经营等严重扰乱成品油

市场秩序的行为。

■记者 未晓芳 见习记者 吴林

我省成品油供应紧张缓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