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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美都能源

粤泰股份

人民同泰

科力远

亚星客车

上海梅林

名称
海陆重工

天翔环境

德联集团

豫能控股

千山药机

德美化工

收盘价
4.57

4.27

8.87

7.23

13.04

11.62

收盘价
5.34

6.11

6.66

5.25

3.72

9.63

涨幅（%）
10.12

10.05

10.05

10.05

10.04

10.04

涨幅（%）
10.10

10.09

10.08

10.06

10.06

10.06

名称
洛凯股份

大名城

大唐电信

奥瑞德

蔚蓝生物

市北高新

名称
仁智股份

山鼎设计

乐视网

华通医药

金时科技

上海瀚讯

收盘价
12.84

8.99

14.88

3.64

29.23

16.18

收盘价
4.47

31.06

1.83

11.60

29.50

72.10

跌幅（%）
-10.02

-10.01

-9.98

-9.90

-8.11

-7.96

跌幅（%）
-10.06

-10.00

-9.85

-9.73

-9.23

-9.17

名称
美都能源

永泰能源

梅雁吉祥

农业银行

福田汽车

中国联通

名称
京东方Ａ

领益智造

大康农业

远兴能源

东旭光电

TCL 集团

收盘价
4.57

2.46

5.50

3.77

2.98

7.10

收盘价
4.08

7.63

2.68

3.44

7.04

3.83

成交额（万）
263712

103497

208722

124321

80087

186596

成交额（万）
628121

330396

89345

115580

191800

9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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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0

6.300

12.770

9.730

7.510

5.180

7.490

4.010

7.370

涨跌幅（%）
+2.25

+0.96

+0.24

+0.52

+9.96

+0.78

+0.40

+0.25

+2.79

成交量（手）
81722

397479

24814

65279

714799

30486

25916

75107

4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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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昨日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班娟娟）
23日，在农业农村部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
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指出，农业农
村经济总体平稳、开局良好，但也存在一些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其中，生猪产能持续
下滑，预计下半年猪肉供应可能趋紧，价格
可能出现明显上涨。下一步将采取有力措
施加以解决。

农业结构持续优化

据魏百刚介绍，一季度第一产业增加
值达到8769亿元，同比增长2.7%；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600 元，实际增长
6.9%，延续“双增长”势头。种养业稳定发
展，农业结构持续优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加快发展。

不过，魏百刚也表示，受国际市场变化
和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影响，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也存在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需要
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稳定粮食生产难度加大。”魏百刚说，
今年可能出现南涝北旱局面。粮食价格有
所走弱，3月份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集
贸市场均价同比下跌 3.5%。同时，生产资
料价格、人工费上涨，3月份以来化肥价格
连续5周上涨，累计涨幅3.3%。2月份以来，
柴油连续两个月上涨，累计涨幅 3.8%。自
然灾害、价格下跌、成本上涨可能会出现

“三碰头”。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已印发通知要求

各地要稳面积、稳政策、稳产量，全力以赴
抓好今年粮食生产。保持全年粮食播种面
积达到 16.5 亿亩以上，粮食产量稳定在
2018年的水平。

下半年猪肉供应可能趋紧

值得一提的是，魏百刚还提出，生猪产
能持续下滑。受非洲猪瘟影响，现在规模
猪场补栏比较慎重，一些小产户加速退出，
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数持续减少，连续三
个月同比下降超过10%，按照六个月生猪生
产周期推算，预计下半年猪肉供应可能趋
紧，价格可能出现明显上涨。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王俊勋
进一步指出，监测数据显示，3月份生猪存栏
和母猪存栏出现了“双下降”。生猪存栏环
比下降1.2%，同比下降18.8%；母猪存栏环比
下降2.3%，同比下降21%。下降幅度、速度之
快，是近十年来出现的最大值。4月份第一
周，活猪价格15.15元/公斤，短短一个月时间
里上涨了17.4%，同比上涨幅度达到36%。

王俊勋说，总的来看，猪价已经提前进

入上涨周期，预判全年猪肉产量会下降，后
期生猪供应会趋紧，四季度活猪价格将会
突破2016年的历史高点。

“猪肉是CPI当中占比最大的食品消费
品种，猪价上涨对CPI走高会起到一定的推
动作用，所以要保证生猪产能。”魏百刚说，
近日已经要求各地加强生猪生产和市场监
测预警，强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保障生
猪生产平稳运行。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吴黎华）
4月23日晚间，上交所公布了科创板首轮问
询及回复情况。上交所表示，下一阶段将把
着力提高申报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放在更加
突出位置，在继续做好常态化的发行上市申
请受理和首轮问询基础上，集中力量审核已
问询企业的首轮问询回复，根据回复的质量
情况开展第二轮甚至多轮问询，问询回复情
况将向市场公开。

行业集中度较高

据介绍，截至4月23日，上交所科创板
共计受理企业申请90家，已发出首轮问询
72家。上交所介绍，从受理情况看，科创板
申报企业的行业集中度较高。总体上属于
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集中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等
产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32家，生物医药
21 家，高端装备 17 家，新材料 10 家。申报
企业总体上具备较强的科创属性，以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2018 年）为例，受理的科创企
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平均为11%，
最高的达56%，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比例达
到33%。受理的科创企业最近一年营业收
入增长率平均为42%，超过50%的有22家，
其中超过100%的有7家；最近一年，平均净
利润1.23亿元，最高的为37.17亿元。

上交所表示，受理的企业目前所披露的
招股说明书质量参差不齐，存在一些比较突
出的共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五个“不够”：对
科技创新相关事项披露不够充分；企业业务
模式披露不够清晰；企业生产经营和技术风
险揭示不够到位；信息披露语言表述不够友
好、文件格式和内容安排不够规范。上交所
提醒，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务必严格按照科
创板注册制相关规则要求制作、修改招股说
明书。

首轮问询遵循四大原则

据介绍，科创板首轮问询遵循“全面问
询、突出重点、合理怀疑、压实责任”的原
则。首轮问询问题覆盖招股说明书的全部
内容，包括财务、法律、行业等不同层面，同
时关注信息披露充分、一致、可理解等不同
要求。首轮问询的问题数量目前平均每家
40 余个，每个问题中，还包括多个问题点。
在问询范围全覆盖的基础上，重点聚焦于发
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是否充
分披露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相关的重要
信息；是否对符合科创板定位作出合理评估
和判断。所问询的问题，比较多地集中于与
发行上市条件、发行人核心技术、发行人业
务及经营模式、发行人独立持续经营能力等
相关的重大事项上。同时，审核问询高度关
注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并着重从信息披露是否充分、是否一致
等角度入手，保持合理怀疑。

当天晚间，科创板三家受理企业晶晨半
导体、微芯生物与睿创微纳率先披露了对交
易所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三家公司共涉及问
题152个。从问询及回复的内容来看，涉及
的内容则主要包括股权结构、董监高等基本
情况，公司核心技术等方面。

科创板受理企业申请达90家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孙韶华）
在首个季度申报“大征期”刚结束之际，我
国一季度减税成绩单于 4 月 23 日正式出
炉。国家税务总局减税办常务副主任、收
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在当天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一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
税 3411 亿元，主要有三类：一是 2019 年新
出台政策减税 722 亿元；二
是 2018 年年中出台减税政
策在 2019 年的翘尾新增减
税2652亿元；三是2018年到
期后 2019 年延续实施政策新增减税 37 亿
元。

首季减税3411亿
在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方面，一

季度，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新增减税576亿
元，呈现普惠效果好、减免幅度大、民营经
济是受益主体的三个主要特点。其中，民
营经济享受新增减税 493 亿元，以高达
85.6%的占比成为最获益对象。

我国个税改革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
已实施 6 个月，23 日税总也披露了个税改
革的详细减税情况：今年一季度，个税改
革累计减税 1686 亿元，人均减税 855 元。

其中，第一步改革翘尾减税 1540 亿元；专
项附加扣除政策实施三个月，新增减税
146 亿元，惠及 4887 万纳税人，共有 2000
多万纳税人因享受专扣政策而无需缴纳
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两步改革因素叠
加，累计已有9163万人的工薪所得无需缴
纳个人所得税。

同时，专项附加扣除减税政策的指向
性、规律性开始显现。蔡自力表示，以年龄
区间为例，36至50岁的人群是政策享受主
力，占比达5成，绝大多数集中在赡养老人、
住房和孩子教育，人均月新增减税348元，
是获益最大的群体。35岁以下的年轻人群
体，六成集中在住房租金或住房贷款支出，
人均月新增减税249.6元。50岁以上群体，
特点也很鲜明，以赡养老人居多，人均月新
增减税229元。

随着大规模减税政策的相继落地，税收
收入增速明显回落。据统计，一季度，全国
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41637亿元（已扣减

出口退税），增长6.1%，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
11.7个百分点。

减税效应下月起更明显
“新一轮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自今年4

月1日起实施，减税数据要到5月份申报期
结束后才能核算出来。”蔡自力强调。

减税降费，就是用政府收入的“减法”
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市
场活力的“乘法”。当前，一
系列减税降费的举措已经开
始释放红利，不少企业已收

到减税大礼包，获得感满满。而下一步，降
低社保费率政策举措将于5月1日开始实
施，税务部门也将在确保企业“报好税”、优
化纳税服务方面采取更多举措。伴随更多
减税举措的落地，减税红利无疑将释放得更
加充分。业内预计，从下月开始，减税效应
将在数据上有更加直观的反映。

值得关注的是，税收监测数据显示，全
国重点税源企业信心指数止落回升，从
2018年四季度的121.16上扬至2019年一季
度的125.23，回升了4个点，显示企业投资
意愿增强，预示二季度企业生产经营将呈
向好态势。

国内猪价提前进入上涨周期

新华社柏林4月23日电（记者李
萌）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日前发
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欧洲与美国
银行业盈利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前十
大银行利润总额是欧洲竞争对手的约
2.6倍。

报告说，欧洲资产规模最大的十家
银行2018年利润额为520亿欧元，较前
一年增长35%。同期，美国资产排名前
十位的银行利润总额则增长 88%，达

1380亿欧元。
“欧洲央行的低利率政策让欧洲各

家银行饱受煎熬。”安永德国分析师克劳
斯-彼得·瓦格纳表示。同时，经济低迷也
影响欧洲银行业务，并且许多欧洲金融机
构仍没有完全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

相比之下，美国银行业很快走出金
融危机阴影，并从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
策中获益良多，美联储加息也提高了银
行的盈利能力。

欧美银行业盈利差距悬殊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一季度累计新增减税一季度累计新增减税34113411亿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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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4月24日电（记者桑
彤）24日A股早盘下跌，尾盘上扬，四大
股指以上涨报收，整体呈现深强沪弱格
局。

当日上证综指以 3203.56 点开盘，
上午震荡下行，午后反弹上行，全天走
出“V”型走势，最终收报3201.61点，较
前 一 交 易 日 微 涨 3.02 点 ，涨 幅 为
0.09%。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10236.27 点 ，涨
111.61点，涨幅为1.10%。

创 业 板 指 数 涨 2.08% 至 1718.85
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6412.07 点，涨幅
为1.01%。

伴随股指上涨，沪深两市个股涨多
跌少。上涨品种逾2500只，下跌品种不
到1000只。不计算ST股，两市约70只
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光学光电子、饲料、
计算机应用涨幅居前，涨幅均逾2%；园
区开发、港口、船舶制造跌幅居前，跌幅
逾1%。

沪深 B 指当日也以红盘报收。上
证B指涨0.51%至316.28点，深证B指涨
0.39%至1044.63点。

四大股指以上涨报收 呈现深强沪弱格局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售票处售票处 飞机票、火车票、国内外旅游、签证、租车、订酒店联系电话：0970-7680723/7680726

祁连双飞两日游 特价666元

更多信息，关注我们

养生温泉、壮丽雪山、神圣寺庙，一价全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