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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大业股份

邦宝益智

深圳新星

阿科力

亿嘉和

中房股份

名称
N锐科

惠博普

大连电瓷

海联讯

厦门港务

同德化工

收盘价
17.23

16.91

34.40

47.70

106.35

8.69

收盘价
54.88

3.05

5.02

7.76

8.31

5.47

涨幅（%）
10.03

10.02

10.01

10.01

10.00

10.00

涨幅（%）
44.00%

10.11%

10.09%

10.07%

10.07%

10.06%

名称
波导股份

粤泰股份

中国国航

华鼎股份

东方航空

康尼机电

名称
华平股份

晨鑫科技

升达林业

中润资源

合金投资

宜通世纪

收盘价
2.93

3.48

9.78

8.71

6.83

8.90

收盘价
4.19

4.47

3.13

4.03

5.38

5.38

跌幅（%）
-10.12

-10.08

-10.03

-10.02

-10.01

-10.01

跌幅（%）
-10.09%

-10.06%

-10.06%

-10.04%

-10.03%

-10.03%

名称
包钢股份

永泰能源

农业银行

南方航空

南京证券

工商银行

名称
中兴通讯

京东方Ａ

亚夏汽车

罗 牛 山

*ST天马

平安银行

收盘价
1.54

1.77

3.53

9.08

9.61

5.54

收盘价
13.48

3.42

11.46

15.18

1.88

9.46

成交额（万）
35383

38233

71498

171126

180146

96218

成交额（万）
748272

124984

158668

196613

22604

11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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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青海华

收 盘 价
6.80

6.11

12.84

10.70

6.61

5.52

8.10

11.37

5.30

涨跌幅（%）
-2.86

-0.97

+1.66

-0.74

+1.07

-3.83

-1.58

+0.18

+0.38

成交量（手）
36361

122410

33145

146576

4640

681866

26761

22594

11318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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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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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北京时间6月14日晚，四年一度
的世界杯足球赛在俄罗斯开幕。作为
全球最顶级的赛事之一，世界杯再一
次点燃了全世界足球迷的热情。

在俄罗斯世界杯激战正酣的同
时，赛场内外的中国元素同样引人注
目。无论是对世界杯的赞助，比赛用
球、吉祥物的制造，还是球场的基础
设施，都能看到“中国制造”的参
与。对于蜂拥而来的中国品牌来说，
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坛盛事，更是
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矿。

中国元素吸引眼球中国元素吸引眼球

与往届世界杯不同，在今年俄罗
斯世界杯赛场上，随处可见中国企业
的标志。今年世界杯上，国际足联把
赞助商分为三个级别，从高到低依次
为“全球合作伙伴”“世界杯赞助
商”和“世界杯区域赞助商”。虽然
需要支付的赞助费价格不菲，但在不
少中国企业看来，世界杯作为全球范
围内最顶级的体育资源，能够成为其
赞助商，可以说是充分展示自身品
牌、提升国际影响力最简单有效的路
径。

记者查询国际足联官方网站发
现，在俄罗斯世界杯的赞助商名单
里，万达集团与阿迪达斯、可口可
乐、现代汽车等七家企业成为最高级
别的“全球合作伙伴”；蒙牛、VI-
VO、海信与麦当劳、百威啤酒一道
成为“世界杯赞助商”。此外，雅迪
集团、指点艺境和帝牌等中国企业也
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区域赞助商
资格。

不仅如此，许多中国企业还选择
与世界杯参赛国球星签署相关赞助协
议，其中就包括了巴西队的内马尔、
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C罗、乌拉
圭的苏亚雷斯等大牌球星。这样的营
销策略虽然成本相对低一些，但同样
非常吸引眼球。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杯赛虽然没
有中国队参赛，却是一届充满“中国
制造”的世界杯。不少国内制造业企
业，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世
界杯经济”的热潮中。比如，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的吉祥物商品——一头
名叫“扎比瓦卡”的西伯利亚平原
狼，就是由中国企业生产。此外，本
届世界杯7个新建比赛场馆中，有两
个场馆的电梯由中国企业制造。

无论是足球、纪念品，还是空
调、汽车动力电池……在本届世界杯
上亮相的中国产品，从技术实力、设
计水准、品牌影响力、营销网络等诸
多方面，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可
以说，世界杯见证了“中国制造”的
转型升级。

中国游客热情高涨中国游客热情高涨

世界杯赛事正酣，国人也掀起了
一波“世界杯消费热”。其中，表现
尤为突出的是旅游业。携程近日发布
的报告显示，世界杯期间，预计前往
俄罗斯旅游、观赛的中国游客将突破
10 万人，在各国赴俄游客中位列前

三。
马蜂窝旅游网发布的《俄罗斯世

界杯旅游趋势报告》显示，6月份俄
罗斯旅游“世界杯”关键词热度环比
增长 206%，受世界杯带动，俄罗斯
旅游热度整体上涨近四成。

由于各国游客涌向俄罗斯，当地
酒店和旅游资源价格暴涨。携程预
计，从团费、世界杯门票以及其他消
费等估算，中国游客赴俄罗斯观赛旅
游的人均花费将超过3万元，如果以
总人数10万计，这将给俄罗斯带来超
过30亿元的收入。尽管，旅游价格出
现较大幅度上涨，但仍难以阻挡中国
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针对世界杯，
多家国内在线旅游平台提前储备了足
够丰富的旅游产品资源，但从市场反
响看，像揭幕战、决赛等场次涉及的
热门城市，其机票和酒店住宿依然一
票难求。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从地理位置
看，相比前两届在南半球举行的南非
世界杯和巴西世界杯，俄罗斯更容易
促成中国游客前往观赛。此外，近年
来俄罗斯针对中国公民还出台了多项
签证优惠政策，这也有助于促进中国
游客开启世界杯观赛之旅。

足球撬动足球撬动““衣食住行衣食住行””

国人的世界杯消费并不局限于旅
游、交通和住宿。在国内，与“衣食
住行”相关的各类企业同样“摩拳擦
掌”，以期在世界杯期间借势“吸金”。

近几届世界杯期间，“夜宵经
济”十分抢眼。在餐饮业，投影屏
幕，世界杯串旗主题装饰，已经成为
不少饭店的标配。作为夏日的“网
红”产品，小龙虾当仁不让地成为今
年世界杯期间夜宵的“主力军”。一
些外卖平台还特别延长了夜宵的营业
时间。京东大数据显示，“6·18”期
间，京东生鲜小龙虾总计销售超过
3373万只。小龙虾的热销，甚至引起
了相关研究机构关注，并成为衡量当
地零售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此外，一些企业也精心推出了世
界杯主题限量产品以吸引消费者。记
者走访发现，不少大型超市把啤酒及
薯片等零食高高叠起，放在货架的中
心区域。不少品牌啤酒及碳酸饮料也
借世界杯推出了优惠促销活动。

相关数据显示，随着世界杯的大
幕拉开，全面屏手机、高清投影仪等
观看世界杯直播的“利器”销量猛
增；足球、球衣、球袜等与世界杯相
关的体育用品销售量也有较大幅度增
长。

专家表示，随着国人对体验消费
的青睐与日俱增，以及对体育运动的
日益重视，“世界杯消费热”将延续
下去。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杯的经济
效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世界杯对国
人来说，已经不仅是一项强身健体的
运动，更代表着时尚的生活和交际方
式。无论是世界杯主办地俄罗斯的相
关产业，还是中国本土市场，都有望
在世界杯的消费热潮中获益良多。

据《经济日报》

看看世界杯闪耀的中国元素
6月25日24时，国内成品油

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受 22 日
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影响，本轮油
价调整下调与搁浅概率并存。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张
瑾怡表示，本轮计价周期内，沙
特阿拉伯开始增产、美国石油钻
井平台增加、美元汇率增强等利
空因素不断发酵，国际原油价格承
压下挫，期间虽有美国原油库存下
降等因素支撑市场，但仍无法扭转
原油震荡下滑的走势。受此影响，
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由正转负，
并在负值内温和下滑，调价预期由
搁浅转为压线下调。

据卓创数据显示，国内第 9
个 工 作 日 参 考 原 油 变 化 率
为-1.23%，对应汽柴油下调 55
元/吨，折合升价，92#汽油每升
将下调0.04元，0#柴油每升下调
0.05元。若按此幅度落实调价，
消费者加满一箱(50L)汽油，将节
省2元，出行成本略有缩减。

本轮第 9 个工作日，中宇资
讯测算原油变化率为-1.5%，中
宇原油估价74.099美元/桶，较基
准价跌 1.13 美元/桶，暂预计 25
日24时成品油零限价下调55元/
吨。隆众资讯则预测，原油综合
变化率-1.20%，对应下调幅度50
元/吨。

6 月 22 日收盘时，国际油价
出现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
涨 3.04 美元，收于每桶 68.58 美
元，涨幅为 4.64%；8 月交货的伦
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50
美元，收于每桶75.55美元，涨幅
为 3.42%。受此影响，本轮国内
成品油调价是否下调仍存在不
确定性。金联创成品油分析师
姜娜此前表示，本轮油价调整下
调与搁浅概率并存。

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零售
价共经历十一轮调价，呈现“7涨3
跌1搁浅”的格局，汽油价格累计

每吨上调665元，柴油价格累计每
吨上调640元。若加上5月1日因
增值税税率调整导致的下调，汽
油价格累计上调590元/吨，柴油
价格累计上调575元/吨。

据悉，下一轮调价窗口将于
7 月 9 日 24 时开启，隆众资讯分
析师李彦此前分析认为，石油输
出国组织(欧佩克)增产预期较
强，或带来一定利空冲击，不过
市场已经提前对这一预期进行
了消化，利空的威力或有较大削
减。预计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下
调或搁浅的可能性较大。

6 月 23 日，欧佩克与非欧佩
克产油国决定从7月起适当增加
原油产量，此举有望使国际原油
市场下半年日供应量增长近100
万桶，但仍略低于外界预期。新
华社援引分析人士观点认为，在
国际原油市场需求回暖的背景
下，此增产幅度恐难改变市场供
应趋紧的态势。据中新网

新华社天津6月25日电（记
者付光宇）记者从天津市国土房
管局获悉，近期，天津市、区两级
房管部门对规避调控政策、无证
售房、制造市场恐慌等各类扰
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坚持“零容
忍”，对天津盛世联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天津市源圆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天津蓟州鸿坤
花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
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天津
新城宝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天津百合湾建设有限公司等
6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经营行
为予以严肃处理。

据介绍，天津盛世联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在武清区开发建
设的鑫嘉园项目，在销售活动中
存在发布“买房可送天津户口”

违规广告宣传，未取得销售许可
证销售房屋，委托未备案中介机
构代理销售，哄抬房价等多项违
法违规行为。

对此，武清区房管局责令开
发企业停售整顿，对销售人员进
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专题培
训，对违法销售行为依法予以行
政处罚，对违法广告问题移交区
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企业整
顿期间，关闭网签商品房买卖合
同功能。

一些企业还存在弄虚作假、
瞒天过海等违规行为。天津蓟
州鸿坤花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在蓟州区开发建设的福满园
项目，施工现场造假，骗取商品
房销售许可证。蓟州区房管局
依法责令企业停售整顿，关闭网

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功能，并予以
行政处罚，同时将设计、施工、监
理单位参与造假情况移交建设
管理部门依法处置。

此外，部分开发商还存在向
不具备购房资格的人员预定房
屋、收取定金以及销售人员对外
散布房屋涨价、房源供不应求等
虚假信息，制造市场紧张氛围等
情况。如天津新城宝郡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在宝坻区开发建
设的艺馨佳苑项目和天津百合
湾建设有限公司在静海区开发
建设的富力新城项目。所在地
方房管部门对企业负责人进行
约谈，责令企业全面排查整改，
对无资格的购房人全部清退。
整改期间，关闭网签商品房买卖
合同功能。

新华社西安6月25日电（记
者张斌 李华）西安市 24 日下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住房交易
秩序有关问题的通知》，严禁以
多次分批、分幢开盘拖延上市销
售时间，严控商品房价格等方式
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许可及
交易管理。

通知指出，房地产开发企业
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或现房销
售备案时，住宅总建筑面积 3 万
平方米以上的，每次申请不得低

于 3 万平方米；3 万平方米以下
的，须一次性申报。严禁以多次
分批、分幢开盘等方式拖延上市
销售时间。

同时，由物价部门牵头，进一
步强化商品住房销售价格申报指
导联席会议制度。对报价明显高
于周边同品质在售项目成交价
格，且不接受联席会议价格指导
的商品住房项目，不予办理商品
房预售许可或现房销售备案。

通知规定，对于住房限购区

域内已购买或新购买的商品住
房，房屋产权人取得《不动产权
证书》满2年，或商品房买卖合同
网签备案满 3 年且取得《不动产
权证书》的，方可上市交易；已购
买或新购买的二手住房，房屋产
权人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2年
方可上市交易。

通知同时要求，在住房限购
区域范围内，暂停向企事业单位
及其他机构销售住房（含商品住
房和二手住房）。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

6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被查处

西安加强商品房预售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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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