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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南京证

金杯汽车

XD邦宝益

天科股份

来伊份

亿嘉和

名称
红宇新材

宇顺电子

浩物股份

赞宇科技

星网宇达

深深宝Ａ

收盘价
5.46

4.60

17.35

10.55

21.01

54.58

收盘价
5.04

8.55

6.14

9.66

28.99

11.97

涨幅（%）
44.06

10.05

10.02

10.01

10.00

10.00

涨幅（%）
10.04

10.04

10.04

10.02

10.02

10.02

名称
吉林高速

瑞贝卡

亚普股份

联创光电

伯特利

中葡股份

名称
金力泰

欣天科技

可立克

青岛金王

科创信息

同益股份

收盘价
3.38

4.29

36.59

9.89

39.25

6.77

收盘价
7.98

20.30

18.06

10.88

29.32

31.93

跌幅（%）
-10.11

-10.06

-10.01

-10.01

-10.00

-9.97

跌幅（%）
-10.03

-10.02

-10.01

-10.01

-10.01

-10.01

名称
工业富联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八一钢铁

永泰能源

包钢股份

名称
京东方Ａ

罗 牛 山

金洲慈航

潍柴动力

亚夏汽车

乐视网

收盘价
25.72

3.59

5.58

4.95

1.76

1.69

收盘价
3.99

16.90

5.51

9.75

15.11

3.68

成交额（万）
1580962

59506

75765

61201

22219

20242

成交额（万）
118720

367180

100269

162778

245461

3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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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

6.86

14.57

12.20

7.16

4.36

10.04

12.63

5.54

涨跌幅（%）
-4.65

-2.42

-3.83

+0.08

-4.41

+2.59

-2.62

+2.10

+0.54

成交量（手）
98156

154245

41823

131141

14687

162296

44508

66304

11840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高伟）6月
13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百城房价同比
增幅连续10个月收窄》的报道。文章称，6月
12日，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北上广深等全
国100个城市住宅价格市场研究报告。该机
构研究结果显示，受监测的百城房价同比增
幅连续 10 个月收窄。在严厉调控政策作用
下，环京楼市降温最为明显。

易居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8年5月，受
监测的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
12514 元/平方米，环比增长 0.7%，同比增长
11.3%。观察历史数据，当前百城房价已连续
9个月超过1.2万元的均价水平。

不过，百城房价的同比增幅总体上呈现
出持续收窄的态势。该数据曾经在2017年7
月创下历史新高，达到26.9%的水平，随后曲
线持续收窄，目前已保持连续10个月的同比
增幅收窄态势。

“ 这 充 分 体 现 了 近 一 年 政 策 调 控 效
应”。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
进分析认为，2018 年 5 月 100 个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中，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成交
均 价 同 比 增 幅 分 别 为 3.2% 、14.0% 和
11.8%。“从幅度上看，二线城市的同比增
幅是最大的，这也是此类城市近期政策频
频加码和‘打补丁’的原因所在”。

“横向对比看，一线城市同比增幅最高点
出现在2016年9月，这恰是‘930新政’出台的
时候，随后此类城市房价同比增幅曲线开始
收窄”。严跃进表示，“受一线城市房价降温
的影响，到了2017年下半年，二线、三四线城
市也呈现了降温态势，同比增幅曲线从高位
开始下行”。

易居监测数据显示，5月份100个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中，一线、二线、三四线
城市分别为41659元/平方米、13197元/平方
米和 10350 元/平方米。对此类价格进行区
间划分，其中一线城市4万元以上均价水平
持续了 14 个月，二线城市 1.2 万元以上均价
水平持续了11个月，三四线城市1万元以上
均价水平则持续了9个月。

“环京城市房价降温态势很明显，这和
此类城市面临高压政策有关”，严跃进分析
指出。2017 年 6 月，廊坊市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
实施意见》。该政策有两点重要内容。第
一、落实限购政策。政策明确廊坊主城区、
三河、大厂、香河、固安等城市落实限购政
策，此类城市中外来人口购房需交纳3年社
保。第二、落实限贷政策。政策明确提高了
商业银行贷款和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

“当前正值调控一周年，此类城市房价数据
充分体现了房价管控政策的有效性，也说明
房价泡沫目前已经得到了有效剔除”。

严跃进表示，5 月 100 城房价同比增幅
继续收窄，尤其是部分城市群中的中小城
市，其房价已经出现了明显降温，这和此
类城市购房政策较为严厉有关。随着投
资投机需求的减少，此类城市房屋交易开
始疲软。

他进一步指出，目前部分城市房价潜
在上涨的动力依然存在。5 月份百城住房
交易数据表现比预期要好，同时部分高端
楼盘也拿到了预售证进而入市，这都会带
来房价的反弹。另外从城市结构上看，部
分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的态势也比较明
显。“预计下阶段部分三四线城市依然会
出台包括限售在内的调控政策，以进一步
稳定市场价格和预期”。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吴雨 刘
玉龙）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
数据显示，5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15万亿元，
同比多增 405 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7608亿元，比上年同期少3023亿元。

数据显示，5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15万
亿元，其中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为主的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
3923亿元，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
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
加5255亿元。

“5 月新增信贷基本符合预
期，企业部门新增中长期贷款环比有所下降，
新增票据融资环比上升。”交行金研中心首席
金融分析师鄂永健表示，居民户新增中长期
贷款环比小幅上升，反映了住房成交平稳。

从货币供应看，5 月末，广义货币（M2）
余额 174.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狭义货
币（M1）余额52.63万亿元，同比增长6%。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董希淼认为，2017年以来，为进一步防
风险、去杠杆、抑泡沫，我国货币政策更加稳
健中性，广义货币（M2）增速持续走低，市场
流动性有所收紧，整体信用环境偏紧。5月
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环比减少逾50%。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5月份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7608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3023亿元。其中，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
币贷款增加1.14万亿元，同比少增384亿元。

“社融增量大幅低于当月信贷增量，金
融去杠杆成效更加明显。”鄂永健认为，社融
规模同比少增，主要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

等表外融资继续减少，受债券违约导致风险
偏好下降的影响，当月企业债券融资也同比
大幅减少。

数据显示，委托贷款减少1570亿元，同比
多减1292亿元；信托贷款减少904亿元，同比
多减2716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1741 亿元，同比多减 496 亿元；
企业债券融资净减少434亿元，
同比少减2054亿元。

董希淼认为，金融监管变
强趋严，融资方式回归传统。
随着资管新规等一系列监管制

度实施，金融业正在脱虚向实，表外融资逐
步由表内融资替代，影子银行业务大幅下
降。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
刚表示，展望未来，相关监管细则应该会有
相关过渡安排，金融机构也会逐步适应并消
化短期冲击，社融规模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3年前的6月15日，股灾开始，而今股市
依然让股民担惊受怕，6月11日A股又迎来
黑色星期一。有股民在股吧里抱怨说，从5
月下旬到现在，沪指几乎是保持跌3天涨一
天的节奏，让人很难受。在3000点附近，股
民很是纠结，不知道何去何从？

沪深两市股指今天双双小幅高开，上证
指 数 开 报 3053.03 点 ，涨 幅
0.01%，深证成指涨 0.12%，创业
板指涨0.24%。盘面上，多晶硅、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等板块涨幅
居前。不过随后沪深两市就进入震荡阶段。

近来，利空不断袭来——美联储要加
息，美国欲宣布征税名单，6 月末资金面紧
张，CDR 发行对流动性造成冲击……就连
世界杯魔咒都被股民挂在了嘴边。

国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李立峰表示，
6月初资金面有所改善，季末流动性有一定

趋紧压力。华泰证券表示，CDR发行或对A
股形成短期流动性冲击，但不会过大。试点
创新企业上市可进行战略配售，同时将吸引
增量资金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利于缓解流动
性压力。

财经评论员郭施亮告诉记者，很快就到
了股灾三周年，对于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去

杠杆的力度很大，股票市场也依旧逃不出
“去杠杆化”的阴影。在实际情况下，虽然适
度杠杆利于提升市场的投资活力，但考虑到
前期股市受到轰轰烈烈“去杠杆化”、“去泡
沫化”的冲击过于严重，加上金融市场去杠
杆化仍未终结，无论是存量资金还是场外资
金，都会显得相对谨慎，即使如今A股市场

的估值水平已有逐渐回归合理的趋势，但对
于具有逐利性的资金而言，在股市缺乏投资
活力、缺乏赚钱效应以及加快扩容的背景
下，参与热情并不高，更可能处于持续观察
的状态之中。

6 月 11 日晚，证监会发布消息称，证监
会主席刘士余主持召开会议，听取10位企业

家对《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
稿）》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企业
家一致认为，完善上市公司治
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保障

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在“修订
稿”下一步修改过程中，切实提升上市公司
治理水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而在3000点附近，股民又该何去何从？
有市场观点称，当前指数处于磨底阶段，市
场依然是以时间换空间。 据《北京晚报》

百城房价增幅连续10个月收窄

5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万亿元

社融规模增量同比减少

新华社三亚6月13日电（记者樊曦）记者
13日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
南航将于 7 月 12 日开通三亚至伦敦直飞航
线。这是中国民航开通的首条由海南直飞欧
洲的定期航线，也是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以来，开通的第一条洲际航线。

在南航与海南省三亚市政府联合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南航海南分公司总经理刘
永泽表示，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
年。海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
点，三亚至伦敦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丰富和
完善海南航线网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刘永泽介绍，三亚至伦敦直
飞航线将使用空客A330-200型宽体客机执
飞，航班号为CZ651/652，每周两班，飞行时

长约为12小时。刘永泽说，目前，南航已开
通广州至伦敦和武汉至伦敦航线，加上即将
开通的三亚至伦敦航线，届时南航一周将有
12个航班飞往伦敦。此外，南航已与英国航
空公司实现代码共享，将为旅客提供更多航
班和航点选择，方便旅客出行。

作为三亚至伦敦航线承运人，南航是亚
洲机队规模最大、航线网络最发达、年客运量
最大的航空公司。截至2017年底，南航共运
营750架客货运输飞机，居亚洲第一，世界第
四；年客运量超过1.26亿人次，居亚洲第一，
世界第三。目前，南航每天有2000多个航班
飞至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224个目的地。

我国将开通

首条海南至欧洲定期航线

本报综合消息 13日沪指低开后震荡走
低，午后跌幅进一步扩大，白马蓝筹受到中
兴通讯跌停的影响表现都很疲软，创业板一
路走低，最大跌幅超1.5%，受钢材涨价刺激，
钢铁板块一路上涨，再次逆势上涨，领涨两
市，海南板块早间异动拉升，医疗器械、福斯
康概念、软件等板块跌幅较大。

截至收盘沪指跌 0.97%，报 3049.80 点；
深指跌1.49%，报10161.65点；创业板指数跌
1.57%，报1685.89点。

板块方面两市只有钢铁板块逆势上涨，

语音技术、中韩贸易区、富士康概念等板块
跌幅居前。

外围情况，三大股指表现略有分化，道
指窄幅震荡，收盘基本与前日持平，纳指继
续发扬“模范带头”风格，收盘首次站稳7700
点，再创历史新高。亚太股市涨跌不一，香
港恒生指数领跌，跌幅超过 1%。东京日经
指数涨0.38%，报收22966点；台湾加权指数
涨 0.26%，报收 11173 点；韩国综合指数跌
0.05%，报收2469点。

巨丰投顾认为大盘没有打破箱体震荡

格局，且从小趋势看始终是超跌反弹的轮
回。周二股指探底回升，早盘创出调整新低
后缩量反抽，午后市场逐步进入普涨状态，
但低迷的量能显示筑底过程一定会有反
复。周三中兴通讯复牌跌停，工业富联打开
涨停吸引巨额资金参与炒作，成交量超过
150 亿，对存量博弈的大盘有不小的冲击。
投资者仍需保持谨慎，仓位较轻者可继续关
注次新股中的超跌品种，有估值优势的白马
蓝筹。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沪指走低跌0.97%

3000点附近 股民去留纠结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售票处售票处

★提供市内免费送票及语音无卡支付和移动POS机刷卡消费★订票送飞机模型或精美礼品
特价机票

移动POS上门刷卡24小时服务 市内免费送票 招聘订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