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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东音股份

盘龙药业

农尚环境

伊戈尔

恒逸石化

同力水泥

名称
福建水泥

鲁北化工

上海雅仕

方大特钢

中国巨石

桐昆股份

收盘价
16.90

31.52

19.55

19.66

23.73

17.03

收盘价
8.00

8.23

16.70

13.96

17.92

24.74

涨幅（%）
10.03

10.02

10.02

10.02

10.01

10.01

涨幅（%）
10.04

10.03

10.01

10.01

10.01

10.00

名称
凯普生物

金岭矿业

南极电商

普利制药

*ST众和

*ST弘高

名称
新宏泰

ST信通

ST保千里

华域汽车

南方航空

中国国航

收盘价
71.63

7.06

11.40

72.13

4.99

5.96

收盘价
32.53

9.44

9.38

28.33

11.40

11.79

跌幅（%）
-10.00

-9.95

-6.48

-5.79

-4.95

-4.94

跌幅（%）
-9.99

-5.03

-4.96

-4.58

-4.36

-4.30

名称
京东方Ａ

徐工机械

平安银行

荣盛发展

神火股份

中信国安

名称
紫金矿业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石化

华能水电

收盘价
5.73

4.72

13.70

10.35

10.54

9.55

收盘价
4.61

3.85

6.18

3.98

6.37

5.34

成交额（万）
462743

121698

285654

191763

144225

133006

成交额（万）
416894

307332

335678

165204

233573

184726

名 称
神州易桥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盐湖股份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正平股份

青海华鼎

收 盘 价
8.900

8.320

15.320

14.070

9.140

5.790

10.660

14.680

6.880

涨跌幅（%）
-0.22

+1.46

+0.66

+1.15

+0.99

+1.76

+0.47

+0.07

+0.73

成交量（手）
10361

359949

16073

563634

13884

375854

23871

14072

9416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沪市
昨日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2017 年 12 月 29 日，A 股结束
了 2017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沪深
两市红盘收尾。上证指数收于
3307.17 点，较年初上涨 6.56%；深
证成指收于11040.45点，较年初上
涨 8.48%；创业板指收于 1752.65
点，较年初下跌 10.67%。监管从
严、漂亮50、A股被纳入MSCI、减
持新规出台、IPO常态化成为这一
年的关键词。

从投资收益来看，超过半数
的股民依然亏损。同花顺投资账
本数据显示，2017 年亏损股民比
例达到64%，仅有36%的股民实现
盈利。2017 年市场人气弱于上
年，全年总成交金额同比下降了
12%。

仅仅3131%%个股上涨个股上涨
从市场绝对收益来看，2017

年A股总市值为56.29万亿元，同
比增长11.07%。根据中登公司数
据，截至2017年12月，期末投资者
数量为1.33亿，以市值增加5.61万
亿元计算，2017 年 A 股投资者人
均盈利4.22万元。如果按照持仓
投资者数量计算的话，人均盈利
将会更多。

不过这一数据并不能反映真
实情况。

同花顺数据显示，2017 年上
涨 股 票 有 1066 只 ，占 总 数 的
30.75%。如果剔除次新股、新股计
算，全年实现上涨的股票仅有647
只，占股票总数的 18.66%。市场
二八行情明显，2181 只股票年内
下跌，下跌个股占近7成。

这其中，1471 只股票年内下
跌超过20%；150只股票年内股价
下跌超过50%，直接腰斩。在剔除
新股、次新股的条件下，仅有 345
只个股年内上涨超过20%；144只
股票年内股价涨幅超过 50%。以
20%涨跌为例，下跌股票数量是上
涨股票数量的4.3倍。

同花顺投资账本数据显示，
2017年亏损股民比例达到64%，仅
有 36%的股民实现盈利。对比沪
深两市市值与个人账户收益，有
投资者称“炒了个假A股”“被平均
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证 50 成分
股表现出色。上证50指数较上年
上涨 25.08%，被市场称为“漂亮
50”。其中，36 只成分股上涨，占
总数的72%。仅有14只成分股下
跌。从涨跌幅来看，上证 50 成分
股 中 ，贵 州 茅 台 年 内 上 涨
113.06%，位列第一；中国平安年内
上涨 103.55%，位列第二；伊利股
份年内上涨 89.35%，位列第三。
银行、证券表现欠佳，江苏银行年
内下跌 22.24%，上海银行年内下
跌 19.08% ，海 通 证 券 年 内 下 跌
17.13%，在 50 只股票中位列后三
位。

此外，主要吸纳A股蓝筹股的
沪深 300 指数，同样表现出色，年
内上涨21.78%。创业板指数依然
在走下坡路，年内一度下探至
1641点。

白酒股上涨白酒股上涨，，贵州茅台成最贵州茅台成最
贵股票贵股票

2017年低估值白马股受到市
场 青 睐 ，其 中 白 酒 板 块 涨 幅
37.45%，居前。

贵州茅台成为白酒板块的领
军股票。2017年11月16日，贵州
茅台股价突破 700 元/股，最高至
719.96 元/股。实际上，2017 年以
来贵州茅台便不断刷新着由自己
保持的 A 股股价纪录。2017 年
初，贵州茅台的股价尚在329.3元/
股，近期已经稳定在 680 元/股以
上。在2017年12月28日，贵州茅
台还创出了单日8%以上的涨幅，
差1.3元就突破前期高点。目前，
贵州茅台为A股单价最贵的股票。

不过，即便是整体上涨的白
酒板块，强者恒强、业绩为王的结
构性特征依然十分明显。水井
坊、五粮液、山西汾酒年内上涨
150.94%、137.88%、132.90%，分列
白酒板块涨幅前三。而酒鬼酒、
口子窖等股票在短期快速上涨后
又快速回落，年内涨幅分别为
34.35%、45.36%。此外业绩不好的
金徽酒、金种子酒则下跌23.89%、
16.23%。

除了白酒板块，受益于供给侧
改革，2017年资源周期股也表现强
势。其中，铝指数年内上涨24.37%；
钢铁指数年内上涨17.99%；煤炭与
消费类燃料指数上涨17.93%；化工
指数年内上涨16.03%。

概念题材方面，芯片概念板块
年内涨幅最高，达41.21%，受益于
国家对芯片技术国产化的重视，芯
片概念板块下半年一路高歌。

2017年服装家纺、传媒、证券
行业指数下降明显，分别下降
30.10%、27.74%、17.44%。在 66 个
同花顺行业指数中，酒店及餐饮
指 数 下 降 44.25% ，为 跌 幅 榜 第
一。23个行业年内跌幅超10%。

月均月均3636家公司家公司IPOIPO
Wind 数据显示，全年 IPO 企

业 共 438 家 ，融 资 金 额 高 达
2301.0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3.8% 。
2017年全年IPO融资金额最多的
仍旧是主板，共发行 216 只，募资
1376.55亿元；创业板发行141家，
募资 521.85 亿元；中小板发行 81
家，募资402.69亿元。

从发行速度看，Wind 资讯数
据显示，2014 年，A 股仅发行 124
家 IPO，2015 年 增 加 到 223 家 ，
2016 年 为 227 家 。 2017 年 全 年
IPO 发行 438 家，相当于平均每
月发行 36 家，较 2016 年同比增
长 93%，IPO 发行速度、密度均罕
见。这也使得市场就 IPO 速度
出现争议。经济学家韩志国在
2017 年端午节前后，因喊话证监
会，要求暂停 IPO 而成为网红人
物。

与IPO发行提速相对的则是，
2017年证监会从严监管，IPO过会率
大幅下降。IPO监管透明，IPO常态
化逐步推进。

证监会全年罚没证监会全年罚没7474..7979亿亿
监管趋严，成为纵贯 2017 年

A 股市场的一大特色。证监会公
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证监会全
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24件，罚没
款 金 额 74.7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4.74%，市场禁入44人，同比增长
18.91%，行政处罚决定数量、罚没
款金额、市场禁入人数创历史新
高。

据《新京报》

从 1 月 1 日开始，沙特阿拉伯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对绝大多
数商品和服务征收增值税，税率为
5%。海湾地区的“免税天堂”将不
再免税，预计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
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欲摆脱财政困境欲摆脱财政困境
长期以来，沙特、阿联酋、卡塔

尔等海湾国家对多数行业和企业
免税，个人也无需缴纳个人所得
税，因此吸引了大量外企投资，也
吸引了很多外国居民来此工作生
活。像迪拜等城市更是凭借免税
的名片吸引了来自全球的零售商
和消费者，发展成为知名的购物天
堂。不过，近几年来，全球油价长
期低迷，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海湾
国家收入锐减，为摆脱财政困境和
实现经济多元化，海湾合作委员会
的六个成员国 2016 年决定从 2018
年起开征增值税。其中沙特和阿
联酋将从年初，其他国家将从年底
开始实施。

沙特和阿联酋政府征收增值
税的商品和服务包括食品、服装、
汽油、水、电子产品、电费和酒店住
宿，而房地产租售、部分药品、机票
等高价商品不在征税行列。其实
从去年10月1日起，阿联酋已经开
始对部分商品征收高额消费税，包
括对烟草和能量饮料征收 100%的
消费税，对碳酸饮料征收50%的消
费税，相关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
在此次征收增值税后，在沙特和阿
联酋的生活成本将继续增加约
2.5%。两国的物价将更上一层楼，
这也引起了部分民众的担忧，很多
人在新年到来之前都囤了不少货。

影响游客影响游客““买买买买买买””
沙特和阿联酋此次开征增值

税，是针对几乎所有的工商行业，
税率是5%。阿联酋联邦税务局局
长此前表示，征收增值税不会影响
阿联酋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因为
阿联酋仍是全球税率最低的国家
之一。不过，增加的税费最终还是

会反映到商品价格上，绝大部分商
品的价格都会出现上涨，预计上涨
幅度普遍会在 5%~10%之间，当地
的通胀率会因此上涨4%。虽然阿
联酋等国家对食品、教育、医疗等
行业会实施优惠税率，但并不完全
免税，本地民众的消费成本会随之
上涨。特别是在海湾国家工作的
外籍劳工，本来收入就不高，生活
压力会增加很多。

增税对热衷“买买买”的旅游
者也有不小的影响。目前，迪拜的
国际知名品牌商品和奢侈品相比
一些地区大约便宜10%~15%，征收
增值税后，价格差距肯定会有所减
少。不过，在迪拜，大部分奢侈品
的款式会比较新颖，可挑选的种类
比较多，如果再赶上打折，还是比
较划算的。但相比巴黎、伦敦等欧
洲城市，迪拜在奢侈品价格方面恐
怕不会再有太大的优势，只能在服
务等方面多下功夫了。

据《新民晚报》

去年全年A股超六成股民亏损
海湾海湾““免税天堂免税天堂””不再免税不再免税

1月1日，移动通信领域权威网
站GSMArena总结了2017年智能手
机20个不同方面的发展趋势，并和
2016 年进行了对比，其中，在价格
方面，智能手机平均从 314 欧元提
高到408欧元，增幅高达30％。

据悉，本次总结基于GSMArena
去年体验过的所有机型，部分数据取
平均值。虽然无法涵盖市面上的所有
机型，但GSMArena评测范围非常广。

其实智能手机价格的上涨趋
势在2017年初就已确立，随着魅蓝
以及红米等一大批入门级百元机
登上千元阶段，国产智能手机中高
端产品线分别也在 2017 下半年出
现不同程度的价格提升。

以vivo和OPPO为例，X系列以
及 R 系列产品在 2016 年售价已从
2498元起步，而2017年的vivo X20
以及OPPO R11s虽然在硬件配置上
有所提升，但在整体定位没有太大变
化的前提下，售价却纷纷来到了2999
元关卡。对于有些仍旧想要维持售价
的产品线，则需要对硬件进行一定程
度的删减，以此保证利润率。

当然，智能手机的售价上涨并
不是国产品牌的专利，国际品牌的
智能手机也在逐步调高售价。根

据IDC统计，中国市场智能手机的
平均售价已经从2013年的207美元
上涨至257美元，受到iPhone X、三
星 Galaxy Note 8 等产品的售价上
调，2017年智能手机市场的整体售
价至少上涨7%。

关于手机涨价的原因，融合网
CEO吴纯勇分析称，一方面是由于
整个行业面临原材料涨价与缺货
潮。据了解，这一轮涨价与缺货潮
事实上从2016年年中就开始了。主
控芯片、屏幕、内存等涨价与缺货并
存，手机结构件受到原材料涨价的
影响也同步上涨，甚至最近几个月，
连被动元器件MLCC、钽电容、铝电
解电容等都开始涨价或缺货。

这其中厂商最吃不消的就是内存
涨价。据IC Insights 2017年10月发
布的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最为常见的系
统内存）涨幅达到惊人的111%。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智能手机
市场容量巨大，集中度很高，但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品牌厂商只
有市场份额而没利润，此外消费升
级也为国产手机拓展高端市场提供
了必要条件，以往在千元市场厮杀
激烈的厂商们也都纷纷开始上探至

2000元至3000元的中高端市场。
数据显示，在2015年三季度，单

单苹果和三星就拿下全球智能手机
市场利润的105%，其中，苹果拿下了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利润的94%，三星
则拿下了11%，当时，由于国内手机
厂商都将目标瞄准了千元机的低端
市场，大部分厂商处于亏损状态，我
国国产手机品牌也几乎都陷入了低
利润甚至负利润的怪圈中。

而在经历了 2017 年的涨价潮
后 ，调 研 公 司 Counterpoint Re-
search 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 年三
季度 iPhone 占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利润的60%，较2015年下降了34%，
而国产手机品牌在盈利这方面有
很大的进步，华为、OPPO 和 vi-
vo2017 年三季度利润市场份额分
别为4.9%、4%、3.1%。

业内人士分析，当前华为Mate
10 Pro保时捷版已经将触手伸向了
9000 元级别的市场，相信 OPPO、
vivo以及小米也不会放弃向更高价
位探索的机会，加之供应链吃紧、
物料上涨、渠道变窄等现实问题，
智能手机整体价格的上涨趋势也
不会在2018年有所缓解。

据《北京商报》

20172017年智能手机价格暴涨年智能手机价格暴涨3030％％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2日是
2018年首个交易日，两市早盘双双
高开，盘中蓝筹白马股表现抢眼带
动多个板块上行，指数高开高走，
沪指及深成指涨超1%。截至收盘，
沪指报3348.33点，上涨41.16点，涨
幅1.24%，成交2278亿元；深成指报

11178.05 点 ，上 涨 137.6 点 ，涨 幅
1.25%，成交2177亿元；创业板指数
报 1769.67 点，上涨 17.02 点，涨幅
0.97%，成交469.2亿元。

板块方面，草甘膦、钢铁、煤
炭、钛白粉、基础化学等表现活
跃；高送转、机场航运、细胞免

疫治疗等板块表现低迷。
个股方面，ST 股除外，福建水

泥、鲁北化工、东音股份、贵州燃气
等 30 余股涨停；通达动力、凯普生
物、新宏泰、金岭矿业跌停。

20182018年首个交易日沪指大涨年首个交易日沪指大涨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