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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宏达股份

绿庭投资

申通地铁

同济科技

华仪电气

国电南自

名称
N金时

新大洲Ａ

长虹美菱

深康佳Ａ

亚太实业

鸿达兴业

收盘价
3.81

6.55

8.31

9.74

8.43

7.89

收盘价
14.31

4.04

4.15

5.14

5.36

5.58

涨幅（%）
10.12

10.08

10.07

10.06

10.05

10.04

涨幅（%）
43.96

10.08

10.08

10.06

10.06

10.06

名称
龙韵股份

中国软件

人民网

东方通信

明阳智能

恒为科技

名称
安控科技

天宇股份

八菱科技

友讯达

蓝黛传动

东方网络

收盘价
24.17

45.35

25.10

30.07

14.65

32.77

收盘价
5.64

27.18

22.17

16.55

9.23

6.90

跌幅（%）
-10.01

-10.00

-9.58

-7.79

-6.75

-5.83

跌幅（%）
-10.05

-10.00

-9.99

-9.96

-9.95

-9.69

名称
包钢股份

大众公用

太平洋

永泰能源

农业银行

中国联通

名称
京东方Ａ

利欧股份

二三四五

中信国安

网宿科技

安控科技

收盘价
1.87

7.60

4.04

2.20

3.71

6.91

收盘价
3.82

2.20

5.12

6.20

13.00

5.64

成交额（万）
73553

247336

126691

67212

101927

189355

成交额（万）
310172

91059

159034

180347

394700

167592

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收 盘 价
8.33

6.54

12.47

8.60

7.19

5.19

7.43

4.06

6.84

涨跌幅（%）
+0.97

+1.08

+2.63

+2.50

+0.98

+2.37

+4.94

+2.01

+0.15

成交量（手）
124341

257313

52753

102916

266018

25038

85637

188865

4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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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行榜深市
昨日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上海3月15日电（记
者郑钧天）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2019 年 2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
示，2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
稳定。

数据显示，2月份一二三线城
市新房价格均现环比上涨，但环
比增幅并未扩大。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达到57
个，较上月少1个，最高增幅为西
宁的2.3%；下跌的城市有9个，比
上个月多 1 个，最大跌幅为岳阳
和泉州的0.4%；4个城市持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
师刘建伟解读称，2 月份，4 个一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回落0.1
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下降 0.2%，
上 海 和 广 州 分 别 上 涨 0.3% 和
1.1%，深圳持平。31 个二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7%，涨幅连续三个月相同。35
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上涨 0.4%，涨幅比上月回
落0.2个百分点。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表
示，2月份，楼市受春节因素影响
交易趋于寡淡，因此房价水平基
本保持平稳。

从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
新房价格同比涨幅均持续扩大。
2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
涨的城市有 69 个，比上个月多 1
个；其中，西安、呼和浩特、大理和
贵阳分别以 24.2%、23.0%、21.4%
和 20.5%的同比涨幅领涨全国。
70个城市中，仅厦门房价未涨，与
去年同期持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 月
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上涨 4.1%，涨幅比上年
同月扩大0.8个百分点；二三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
别上涨 12.0%和 11.1%，涨幅比上
年同月分别扩大0.4和0.1个百分
点。

严跃进称，各线城市房价水
平普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其原
因是过去几个月环比增幅数据相
对偏高。“2018 年四季度开始，部
分城市高价楼盘密集入市，在
1-2月份集中办理网签推升了当
月的价格数据。”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认为，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来看，中西部商品房销售面积上
涨幅度远超过全国平均涨幅，二
三线城市仍是房价上涨的集中区
域。

新华社电 美国一家法院14日
初步裁决，美国高通公司应向美国
苹果公司返还前者所收的近10亿
美元专利使用费。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区联邦
法院法官贡萨洛·柯里尔作出这项
裁决；最终裁决将在下个月开始的
庭审结束后作出。

高通是全球最大手机芯片供应
商，多年来提供苹果手机用于连接
无线数据网络的调制解调器芯片。

苹果手机代工企业每年向高通

支付数以十亿美元计专利使用费，后
续找苹果“报销”。苹果2013年与高
通签署协议，商定只要苹果不向法院
指控或监管部门投诉高通，高通就向
苹果返还部分专利使用费。

苹果2017年提起诉讼，指控高
通违反协议，没有返还将近10亿美
元专利使用费。高通反指苹果违
反协议在先，说苹果要求其他智能
手机制造商向监管部门投诉高通
和向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作“虚
假、误导性”陈述。

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当时正调
查高通是否涉嫌垄断。针对高通的
指控，苹果回应说，企业依据法律向
牵头调查的监管部门作出回复。

苹果在法院作出初步裁决后
声明：“高通的非法商业行为正损
害苹果乃至整个行业。”

高通执行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
唐·罗森伯格向路透社回应说，尽管
法院当天没有认定苹果的做法违反
协议，高通对“苹果在多起事件中所
起作用遭曝光”表示欢迎。

新华社上海3月15日电（记
者桑彤）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大
盘在经历连续两天的回调后止跌
反弹。上证综指重返 3000 点上
方。

当日上证综指以 3000.88 点
小幅高开，全天高位震荡盘整，早
盘一路走高，午后略有回落，后又
缓慢回升，最终收报 3021.75 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31.07点，涨幅为
1.04%。

深证成指收报9550.54点，涨
132.61点，涨幅为1.41%。

创 业 板 指 数 涨 0.75% 至
1662.62 点 。 中 小 板 指 数 收 报
6198.56点，涨幅为1.41%。

伴随股指上涨，沪深两市个

股涨多跌少，上涨品种近3000只，
下跌品种约 600 只。不计算 ST
股，两市逾8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工程机械、住
宿餐饮、河南自贸区涨幅居前，涨
幅逾4%；冷凝器、金融IT、短视频
跌幅居前，前两板块跌幅逾2%。

沪深B指也大幅上涨。上证
B 指涨 1.40%至 304.64 点，深证 B
指涨2.09%至1008.65点。

沪深两市成交较前一交易日
略有收窄，分别成交3447.22亿元
和4059.46亿元，总成交约7500亿
元。

新华社兰州3月15日电（记
者李杰）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更好满
足旅客出行需求，中铁兰州局将
调整兰州西至北京西 G427/8 次
高铁列车为大站车，进一步压缩
运行时间。

据了解，此次调整优化将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零时起开始实
施。

中铁兰州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 ，调 整 后 ，兰 州 西 至 北 京 西
G427/8次高铁列车仅在西安北、
郑州东、石家庄北办理客运业务，
运行时间进一步缩短。

兰州西至北京西方向列车运
行时间将由8小时32分钟压缩至
7 小时 22 分钟，北京西至兰州西
方向列车运行时间由8小时04分
钟压缩为7小时23分钟。 新华社上海3月15日电（记者

桑彤）本周，各大券商已陆续开通
科创板交易权限，符合“50 万投资
门槛，2年交易经验”的投资者开户
热情高涨。多家券商有逾万名合
格投资者完成权限开通。

“您好，您的证券账户科创板
权限已开通。”随着国泰君安上海
南京西路营业部工作人员一声回
复，首个在国泰君安开通科创板交
易权限的投资者顺利开户。开通
的流程远比想象的简单，达到开通
科创板权限标准的客户，如果适当
性匹配，只需要签署适当性评估结
果确认书、风险揭示书并回答知识
测评，通过即可办理，整个流程迅
速快捷。

在谈到为什么这么快就来开通
科创板权限时，这位投资者告诉记
者：“新事物新政策一般都有新的机
会，现在大家对科创板的关注度都
很高，我也比较看好科创板，前两天
国泰君安在券商里率先推出在线预
约开通时我就立刻预约了，没想到
才不到两天就已经能正式开通了。”

据悉，国泰君安除了线下 300
多个营业部的柜面与VTM机可办
理权限开通外，国泰君安君弘App
中的开通科创板权限业务也已经
上线，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以足不
出户，一键申请开通交易权限，参
与科创板投资。

3月10日，国金证券科创板权
限开通正式上线，满足权限开通条
件的投资者可直接登录佣金宝App
开通，截至11日下午两点，开通权
限已远超一万户。国金证券相关人
士介绍，目前已在该公司开设股票
账户，且符合科创板投资条件的人
中，已有70%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

此后一天，3月11日华泰证券
涨乐财富通正式上线科创板权限
开通业务，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无须
预约，即可申请开通交易权限。据
悉，在上线后的短时间内，已有数
万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通过涨乐
财富通开通了科创板交易权限。

记者了解到，兴业证券App优
理宝也在11日正式上线了科创板
功能，开通当晚投资者热情高涨，

理财顾问不断接到客户咨询事
宜。为应对大需求量，公司各部门
第一时间调派人手保障开户流程
的高效畅通。目前，该券商已经审
核开通5000余人，还有一万多人预
约排队中。

即便像天风证券目前还没有
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的，自可以网
上预约开户以来也非常火爆，投资
者们积极程度超预期，短短几日预
约人数已达数千人。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全市场开
通A股账户的自然人已经超过1亿
人，但符合科创板条件的个人投资
者约300万人，不符合要求的个人
投资者可以通过公募基金等方式
参与科创板。

据悉，去年 6 月发行的 6 只战
略配售基金可以参与科创板股票
的战略配售，但这6只战略配售基
金3年封闭运作，每半年开放一次
申购，目前暂不能买。此外已有18
家基金公司申报了36只科创板主
题基金，业内预测这些基金发行规
模可能达到千亿级。

2月份70城市房价涨幅稳定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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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预 订 酒 店 、机
票、火车票时，“默认”的增值服
务还有捆绑销售吗？“我不需要”
弹窗是否明显？备受诟病的在
线旅行社（OTA）行业票务服务
默认捆绑搭售问题，是否依然存
在？记者登陆同程艺龙、携程、
去哪儿等主流 OTA 平台体验了
一把。

同程艺龙等提示明显“默认搭
售”匿迹

同程艺龙微信小程序“同程艺
龙酒店机票火车票”有火车票和机
票预订服务，测试发现其推出的

“优选套餐”等增值服务都以字体
标红显示及弹窗明确提示，火车票

和机票均提供无捆绑服务普通预
订通道。包含了便捷购票及快递
送票服务的火车票套餐，在显著位
置做了标注，服务内容和价格等一
目了然。

同程艺龙的机票预订也做了
类似调整，所有航班均提供无捆绑
预订通道，而所有包含航意险、退
改险等增值服务的套餐产品均做
了明确提示，在预订之前可以清晰
看到套餐包含的服务内容及定
价。火车票、机票普通预订通道在
最后付款环节，均以弹窗形式询问
用户是否要购买保险、折扣券等服
务，类似铁路 12306 的保险推荐方
式。

携程、去哪儿等OTA平台“下
次再说”醒目

携程、去哪儿等 OTA 平台的
机票、火车票预订服务，也做了类
似同程艺龙的调整。

携程客户端上的机票预订服务
同样提供不含增值服务的预订通道，

“金牌服务包”、酒店优惠券等增值服
务，都以红色字体标注；火车票预订
服务提供了12306购票通道，优惠券
及快递送票等增值服务以红色字体
标注；在付款前的订单页面底部，清
晰列出费用明细；机票订单在点击付
款后，也是以弹窗形式提示用户购买
航空意外险，若不愿意购买，点击“我
不需要”即可直接跳转至支付界面。

兰州至北京高铁运行时间压缩

大盘止跌反弹

上证综指重返3000点上方

法院裁决 高通向苹果返还专利使用费

在线旅行社搭售服务消费调查

科创板开户火爆：

多家券商逾万名投资者开通权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