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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莲花健康

天津松江

国中水务

津劝业

重庆路桥

腾达建设

名称
中捷资源

顺威股份

大连友谊

四环生物

欣龙控股

渝 开 发

收盘价
2.26

3.14

3.27

4.69

3.71

3.06

收盘价
3.15

3.59

5.12

4.58

5.89

4.91

涨幅（%）
10.24

10.18

10.10

10.09

10.09

10.07

涨幅（%）
10.14

10.12

10.11

10.10

10.09

10.09

名称
天永智能

宏辉果蔬

阿科力

江苏新能

绿色动力

XD海利生

名称
彩讯股份

美联新材

汉嘉设计

明阳电路

晓程科技

超图软件

收盘价
32.80

26.87

40.87

28.19

20.05

12.30

收盘价
39.60

17.01

35.50

26.35

9.89

22.06

跌幅（%）
-9.99

-9.86

-9.16

-9.09

-8.86

-8.82

跌幅（%）
-10.00

-10.00

-9.99

-9.91

-9.60

-8.65

名称
包钢股份

海航控股

农业银行

洛阳钼业

工商银行

中国建筑

名称
京东方Ａ

罗 牛 山

中兴通讯

晨鑫科技

中弘股份

盛运环保

收盘价
1.65

2.52

3.59

5.87

5.55

5.73

收盘价
3.74

12.82

15.34

4.20

1.11

4.11

成交额（万）
47159

68807

84582

129449

111154

79873

成交额（万）
192080

300342

321013

83961

20567

72911

名 称
顺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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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0

6.580

13.700

9.000

7.300

5.050

8.540

9.960

5.270

涨跌幅（%）
+1.02

-0.15

-4.20

+0.67

+2.38

-1.56

+3.77

+4.29

+3.74

成交量（手）
103706

176929

76457

305611

56603

242472

60566

457161

56478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排行榜沪市
昨日

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截至7月24日，除南京银行尚未实
施分红方案外，A股25家银行累计发放
了 3791 亿元的 2017 年度分红款（税
前），额度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工农建
中交五大行派发 2895 亿元，占到总分
红金额的76.37%。25家银行共有股东
户数近 590 万，由于银行的分红方案
中，均采用现金分红，这意味着，近590
万股东可以瓜分约3791亿元红包。

按照光大银行公告，近日将是2017
年分红派息实施时间，该行将派发现金
红利约72.06亿元。公开信息显示，沪
深26家上市银行去年现金分红金额合
计4000.52亿元。

最新
2525家银行本周实施完毕家银行本周实施完毕

近日将是光大银行2017年分红派
息的好日子，昨天是光大银行股权登记
日，今天则为除权日和现金红利发放
日。

根据此前方案，A股每股分配现金
红利0.181元（税前），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约95.01亿元。其中，A股股本为398
亿股，派发现金红利约72.06亿元。

在 26 家上市银行中，除南京银行
外，所有银行的去年分红本周均将实施
完毕。

虽然本周上市银行的分红接近收
官，但所有银行分红预案早在4月底前
就已披露。披露上市银行首份年报的
平安银行分红预案披露时间最早，该行
早在3月15日就已披露了10派1.36元
(税前)的分红预案。此外，招商银行、
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江有银行、宁波银
行、无锡银行以及常熟银行也早在3月
份就披露了各自的分红方案。

去年
五大行现金分红五大行现金分红28952895亿亿

据了解，国有五大行 2017 年现金
分红 2895.08 亿元，占所有上市银行现
金分红总额的72.37%。

2017年，工商银行现金分红金额为
858.23 亿元，分红额度最高。建行、农
行、中行和交行的现金分红分别为
727.53亿元、579.11亿元、518.12亿元和
212.09 亿元。五大行三年平均分红比
例均在30%以上，股息率也均高于三年
期银行存款利率。另有数据显示，2012
年-2016年，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
行5家国有大行累计分红金额高达1.42
万亿元。

公开信息还显示，20 家上市银行
的现金分红金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增
长。现金分红金额较2016年实现翻倍
增长的为吴江银行、光大银行，分别增
长225%和107.68%。平安银行、浦发银
行、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的现金分红
金额则较2016年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招商银行的现金分红方案最为慷
慨，该行2017年的分红方案为每10股
税前派 8.4 元，合计派现 211.85 亿元。
兴业银行分红额度也高达每10股派6.5
元。每10股派现金额超过3元的包括
上海银行、宁波银行、常熟银行、南京银
行和贵阳银行。此外，民生银行、杭州
银行与上海银行在现金分红的同时，还
推出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分析

银行股息率更具吸引力银行股息率更具吸引力

据了解，2017年度上市银行现金分
红比例维持稳定，25 家银行中有 10 家
银行现金分红比例达到或超过30%。

股息率是衡量企业投资价值、吸引
市场投资者的重要指标。目前银行板
块平均股息率在3%；交行、农行、中行
的股息率已逼近5%；光大、北京、上海、
工行、兴业、中信、建行7家的股息率在
4%以上；而杭州、民生、常熟、招行4家
的股息率在3%以上。

申万宏源金融地产研究部马鲲鹏
团队分析，资管新规落地之后，中长期
来看，将推动真实的社会无风险收益率
下行，银行股股息率的吸引力将进一步
凸显。也有业内人士提醒，不应忽视银
行业 2017 年以来在金融监管升级、实
体经济去杠杆等多因素影响下的资产
质量考验。中信建投证券杨荣团队认
为，非标和经济增长预期是压制银行股
估值的最后两根稻草，近期监管部门出
台的资管、理财新规，核心点均在“扩容
非标”，非标扩容，消除融资方式不匹配
矛盾，同时降低了信用市场风险，但是
经济增长预期需要逐步改善，最后一
根稻草尚未消除。

不过，今年银行股的股价表现整体
不佳。截至 25 日收盘，银行股仍有 16
只“破净”，破净率占到银行板块的 6
成。华夏银行市净率最低，为0.64倍。
建设银行市净率相对较高，为0.97倍。
光大银行市净率则为0.73倍。

中央汇金
获四大银行分红获四大银行分红12941294亿亿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4日，除
南京银行尚未实施分红方案外，A股25
家银行累计发放了3791亿元的2017年
度分红款（税前），额度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工农建中交五大行派发 2895 亿
元，占到总分红金额的 76.37%。25 家
银行共有股东户数近590万，由于银行
的分红方案中，均采用现金分红，这意
味着，近590万股东可以瓜分约3791亿
元红包。

作为国有四大行工农建中的第一
大股东，中央汇金（含中央汇金投资、中
央汇金资管）获得的 2017 年度分红最
为可观。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中央汇金
累 计 持 有 工 行 1247.32 亿 股 、农 行
1312.61 亿股、建行 1432.83 亿股、中行
1902.72亿股，按披露分红实施情况看，
汇金公司将分别获得工行约299亿元、
农行约 236 亿元 、建行约 416 亿元、中
行约343亿元——合计高达1294亿元，
占到A股银行分红总额逾三成。

公开数据显示，去年分红增幅最大
的是吴江银行，增长超两倍；另一家增
长较快的是光大银行，去年分红 95 亿
元，同比增长 107%。浦发、民生、平安
银行相比上一年度有所下降，浦发银行
分红降幅达到32%。

在股份制银行中分红金额居前的
是 招 行 、兴 业 和 中 信 银 行 ，分 别 是
211.84亿元、135.03亿元和127.72亿元；
城商行中，北京银行分红较高，达56.45
亿元。 据《北京青年报》

26家银行派4000亿现金红包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向家莹）时隔

13 个月，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再度跌破 6.80 关
口。7月25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040，较前一交易日贬
值149个基点，至2017年6月28日以来最低。但
更多反映市场预期的即期汇率并未明显受到中
间价大幅走低的影响，当日报6.7784，较上日官
方收盘价涨316点。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中
间价累计贬值了4.13%，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
累计贬值了4.40%，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
贬值了4.55%。同期，美元指数则上涨了2.5%。

美元指数持续走强是本轮人民币汇率走弱
的主因已无疑问，市场对于贬值原因讨论减弱，
更多转向预测人民币未来走势。多机构认为，基
于美元继续上行空间有限，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可
能性较低。

中信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明明表示，若美元
继续上冲，叠加中美利差或进一步收窄的影响，
人民币压力仍然存在，但中期来看，美元或已进

入筑顶阶段，且中国经济基本面韧性较好为汇率
提供了有力支撑，人民币缺乏进一步持续大幅贬
值的基础，有贬有升、双向浮动格局将延续。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同样认为，如果
美元兑欧元或其它货币币值比较稳定，人民币应
该没有很大的贬值空间。而且，央行还可以通过
加入逆周期因子等因素维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
定。

中金公司在最新的研报中预计，短期内央行
可以通过与市场的沟通、调节中间价等方式稳定
汇率预期；中长期看，只有稳经济、稳预期，才能
有效稳住人民币汇率。决定人民币汇率和资本
流动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对中国投资回报率的预
期。同时，近期人民币汇率与国内资本市场的联
动也较为明显。

“当前时点下，稳定投资者对中国增长、企业
盈利及资产质量的预期才是中长期稳定人民币
汇率预期最有效的政策。所以，更快、更有力、更
协调的政策调整有利于稳定汇率预期。”该报告
称。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记者王希）记者从
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黄金大会”上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541.22吨，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0.31%。

这份由中国黄金协会统计的数据显示，从具
体消费品类看，上半年我国黄金首饰消费351.84
吨，同比增长6.37%；金条、金币分别消费133.61
吨和4.1吨，分别下降15.65%和18%；工业及其他
51.67吨，增长13.84%。

中国黄金协会分析说，前6个月黄金首饰消
费继续保持大幅增长，首先在于黄金首饰行业推
进改革初显成效，传统粗放的发展方式已向高附
加值、个性化、品牌化方向转变。同时，利用“互
联网+”创新营销模式，黄金首饰业者可以实现
对需求端的快速响应。

从生产端看，上半年，国内累计生产黄金
190.279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产16.264吨，降幅

为7.87%，其中黄金矿产金161.621吨。
据中国黄金协会分析，受自然保护区等生态

功能区内清理矿权、矿业权出让收益改革等政策
措施影响，部分黄金矿山企业减产、关停整改或
无法延续矿权，是我国黄金产量延续了去年的下
降趋势的主要原因。

会议期间，中国黄金协会还发布了反映黄金
产业发展情况和黄金市场发展趋势的出版物《中
国黄金年鉴2018》。根据年鉴，截至2017年底，
全国黄金查明资源储量 13195.6 吨，同比增长
8.45%，我国黄金查明资源储量已实现连续13年
增长。

年鉴显示，2017年，我国黄金产量为426.14
吨、消费量为 1089.07 吨，我国已连续 11 年稳居
全球最大黄金生产国、连续5年为全球第一大黄
金消费国。

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缺乏大幅贬值基础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缺乏大幅贬值基础

中国黄金协会中国黄金协会：：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微增至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微增至541541..2222吨吨

新华社上海7月26日电（记者潘清）延续前
一交易日调整势头，26日A股继续下行。上证综
指失守2900点整数位，深市三大股指同步录得
逾 1%的跌幅。两市成交继续萎缩，总量降至
3800亿元附近。

当日上证综指以2905.79点小幅高开，早盘
上摸2915.30点后开始震荡走低，2900点整数位
被轻易击穿。下探2875.70点后，沪指略有回升，
尾盘收报2882.23点，较前一交易日跌21.42点，
跌幅为0.74%。

深市走势相对较弱。深证成指收报9352.25
点，跌 111.51 点，跌幅为 1.18%。创业板指数和
中小板指数分别收报1606.12点和6499.09点，跌
幅为1.61%和1.62%。

沪深两市1800 多只交易品种告跌，略多于

上涨数量。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60
多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涨跌各半。保险、白酒、IT 设备、
软件服务等多个板块跌幅超过1%。葡萄酒板块
表现抢眼，高速公路、供水供气、影视、海运等板
块涨幅靠前。

沪深B指同步小幅收跌。上证B指跌0.08%
至293.09点，深证B指跌0.14%至1064.99点。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沪深两市继续缩量，
分别成交1575亿元和2227亿元，总量降至3800
亿元附近。

沪深股市继续下行沪深股市继续下行 上证综指失守上证综指失守29002900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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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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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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