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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7C

名称
渝三峡Ａ

宏达新材

丰乐种业

翰宇药业

中钢天源

澳洋顺昌

名称
精达股份

宏图高科

澳柯玛

保税科技

览海投资

浦东建设

收盘价
6.22

6.55

10.95

11.28

12.71

5.15

收盘价
3.69

4.35

5.23

5.67

5.46

7.43

涨幅（%）
10.09

10.08

10.05

10.05

10.04

10.04

涨幅（%）
10.15

10.13

10.11

10.10

10.08

10.07

名称
欧菲光

力星股份

阳光电源

三鑫医疗

康跃科技

藏格控股

名称
圣龙股份

亨通光电

康美药业

广信股份

步长制药

凯乐科技

收盘价
8.79

10.86

9.57

8.42

7.88

8.54

收盘价
10.80

16.23

5.78

14.73

24.41

17.38

跌幅（%）
-10.03

-10.02

-9.97

-9.95

-9.84

-8.96

跌幅（%）
-10.00

-9.98

-9.97

-9.85

-9.76

-9.53

名称
京东方Ａ

欧菲光

领益智造

双塔食品

春兴精工

美锦能源

名称
康美药业

中国银行

美都能源

农业银行

皖江物流

五洲交通

收盘价
3.42

8.79

6.55

6.32

13.66

15.63

收盘价
5.78

3.71

3.15

3.60

3.30

5.29

成交额（万）
150082

305184

191938

180577

354014

380908

成交额（万）
191686

111084

76218

68301

50278

81520

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正平股份

*ST盐湖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收 盘 价
6.52

5.83

11.69

8.20

6.82

4.70

6.42

3.63

6.40

涨跌幅（%）
-1.51

-0.68

+1.74

+3.14

-4.35

+1.51

+0.16

-1.36

-0.62

成交量（手）
78502

179554

30199

96907

263015

18486

14041

55148

23753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沪市
昨日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班娟娟 郭
倩）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一
直呈现趋稳回升的势头，内需潜力释放、表现
亮眼，彰显出我国经济的底气和实力。值得
关注的是，本轮投资增长中，5G等新基建成
为新的亮点，公共设施等补短板效应也在持
续显现。以创新为引领，紧密围绕高质量发
展，成为今年投资的主线。

新型基建投资是 2019 年稳投资的最大
亮点，也是创新引领高质量投资的典型代
表。《经济参考报》记者从业内采访获悉，目前
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投资力度和规模空
前。特别是随着商用“鼓点渐急”，5G投资已
经进入冲刺期。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
有浙江、江苏、北京、重庆等逾 10 省市出台
5G产业规划方案，多地划定5G覆盖时间表
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三大运营商2019年将
投资超过300亿元部署5G发展。

业内表示，未来几年5G新基建投资建设
高潮将延续，全国总投资规模将达 1.2 万亿
元；到 2030 年，中国约 6%的 GDP 将会由 5G
产业直接贡献。

55GG投资成稳增长新引擎投资成稳增长新引擎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新
基建”。会议提出，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
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
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 5G 商用步
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以来，工信部等多部
门频频作出部署。今年3月，工信部明确表
示要加快建设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智能基
础设施。5月8日，工信部、国资委印发通知，
要求推动5G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快5G网
络建设进程，指导各地做好5G基站站址规划
等工作。

业内认为，5G商用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将成为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增长的新引擎。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
监管研究部主任张春飞对《经济参考报》记者
表示，预计2020-2025 年期间，我国5G 商用
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直接
创造的经济增加值达3.3万亿元。间接拉动
的经济总产出约24.8万亿元，间接带动的经
济增加值达8.4万亿元。

“电信基础设施特别是5G，将会在2020
年到2030年间显著带动中国经济增长。5G
将在未来十年内显著带动GDP增长，到2030
年中国约 6%的 GDP 将会由 5G 产业直接贡
献。”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副主席
李晶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所有网络建
设任务中，5G将会是未来5至10年内最为重
要的发展方向。

投资力度和规模空前投资力度和规模空前

按照部署，我国将于 2020 年进入 5G 商
用阶段。目前，无论是三大运营商的投资部
署还是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均已进入冲刺期。

据了解，三大运营商 2019 年 5G 投资预
算将达342亿元。中国移动2019年将建设3
万至 5 万个 5G 基站；中国电信初期预计 5G
基站投入达到2万个；中国联通2019年将根
据测试效果及设备成熟度，适度扩大试验规
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影强对
《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当前运营商的5G投
资布局重点集中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区
域，第一梯队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川渝地区，第二梯队包括郑州、合肥、武
汉、南昌等人口密集城市，其辐射带动效应将
逐步显现。

地方政府也在加快推进5G产业发展步
伐。浙江省日前发布《关于加快推进5G产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建成 5G
基站3万个；到2022年，建成5G基站8万个，
实现县城及重点乡镇以上 5G 信号全覆盖。
上海市经信委表示，2019年上海将建设超过
1 万个 5G 基站；到 2021 年，累计建设 3 万个
5G基站，实现5G网络在全市深度覆盖，打造
5G网络建设先行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
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冯晓辉对《经济参考报》记
者表示，5G的建设周期和投资规模都将超过
4G，5G建设周期可能超过8年，投资规模可
达1.2万亿元，范围涉及基带芯片、通信模块、
射频器件、基站天线、光纤光缆、网络系统设
备、网络规划建设运维等诸多环节。

“新基建的投资力度和规模是空前的。”
和君咨询研究团队认为，中央和地方都在不
遗余力推动5G发展，5G正由政策层面落实

到具体操作层面。
业内认为，我国 5G 已经进入产业化前

夜，加快5G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为
地方培育发展新动能、抢占竞争主导权的战
略重点。不过，张影强也指出，5G发展计划
中，政府的规划和引导十分必要，多地已经出
台了5G发展规划，但实际落地要靠企业，这
取决于运营商投资额度有多大，是否有稳定
的现金流，未来的投资收益回报等。

车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将迎投资热工业互联网将迎投资热

业内认为，5G 产业将在 2020 年达到爆
发期，5G应用将给多个消费和行业领域带来
巨大变革，智能汽车无人驾驶、工业自动化、
智慧医疗等领域将直接受益于5G。不仅如
此，5G的普及应用将赋予经济增长新动能，
支撑智慧社会新发展，助推我国实现产业升
级。

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中国
投资发展报告（2019）》显示，以5G为驱动的数
字经济相关产业，将成为2019年产业投资重
点领域的一大主线。智能汽车、智能医疗、智

能家居、机器人领域都存在趋势性投资机会。
冯晓辉表示，在消费领域，5G能够极大

提升个人通信服务体验，并带动虚拟现实、超
高清视频、个人 AI 辅助等新兴技术产品落
地。在行业领域，5G的高可靠、低时延、大容
量、高速率特性能够满足各行各业的需求，推
动智慧医疗、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等加速成
熟，带来产业格局、商业逻辑的巨大变革。

冯晓辉认为，5G商用将率先在消费级市
场落地，如虚拟现实、超高清视频等领域。“业
内预计在虚拟现实领域，全球与移动通信相
关的价值规模有望在 2025 年达到 930 亿美
元。在社交网络、云视频等领域，市场空间也
有望在2025年达到100亿美元。”

加快5G融合应用也成为地方政府与运
营商规划的重点。如，北京市提出，重点在
5G与金融、物流、工业等领域的跨界融合创
新应用上，孵化和培育100家左右应用企业，
将5G新应用、新商业模式培育成为未来信息
消费的重要增长点。中国联通将打造200个
5G 示范项目，孵化 100 个 5G 创新应用产
品。

5G新基建投资进入冲刺期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向家莹
张莫）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货币政策未
来走势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日前，中国人民
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明确表示，面对
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我国货币政策应对空
间充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完全有能力
应对各种内外部不确定性。

在日前举行的央行媒体吹风会上，孙国
峰表示，如果回顾今年以来的情况，年初时
也是面临很多挑战，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领导下，稳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还是取
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信用收缩风险明显缓
解，市场信心提振，社会预期逆转，对于促
进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国民经济实现
平稳开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
稳健的政策。总量上保持松紧适度，把好
货币供给总闸门，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
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把握好调控的度。
保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相匹配，满足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
需要。在结构上进一步优化，推进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好货币政策定向引
导作用，运用好定向中期借贷便利、再贷
款、再贴现等各类结构性工具，引导金融
机构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

企业和小微企业。
作为市场观察流动性松紧更具参考价

值的“标杆性”指标，银行间 7 天质押回
购式利率 （DR007） 近期连续多日出现与
7 天逆回购利率倒挂的情况，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放利率也从 4 月中旬以来开始不断
下行。

谈及近期资金利率的波动，孙国峰认
为，单个时点货币市场的利率波动，并不能
反映银行体系总体的流动性状况。货币市场
利率月末升高、月初回落在我国是常见现
象，主要原因是月末财政集中支出会推高流
动性总量，但月末银行体系流动性需求也会
上升，所以货币市场利率水平会上升。但是
到了下个月初，流动性总量还处于较高水
平，而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需求会下降，因此
货币市场利率会有所下行。

“总的来说，货币市场利率运行是平稳
的。需要注意的是，判断资金状况，应根据
一段时间市场利率的总体走势和水平来分
析，而不是过于关注单个时点的利率波动。”
孙国峰说，央行会合理搭配各类货币政策工
具，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对流动性进行
边界调节，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在合理区间内
平稳运行。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班娟娟）由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中
国经济传媒协会、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和第一财经研究院联合举办的“2019
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暨城市营商环境
指数发布会”11 日在京举行。当天
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
报告》显示，全国经济总量前100城
市营商环境指数排名前 10 的城市分
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
京、武汉、杭州、天津、成都、西
安。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指
出，经过数十年高速工业化发展，各
城市间硬环境差距逐步缩小，但软环
境差距仍然较大，大多数省份尚处于
摸索阶段。全面、客观、动态地评估
城市营商环境，寻找软环境的突破
口，是决定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近年来，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提升政
务服务效率和营商便利度，但当前我
国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的期待相比，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着眼于中长期营
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在以营商环境为
基础，全面深化人才、金融、技术等
要素市场改革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
化。”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
长罗援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黄奇帆指出，营商环境国际化可以倒
逼更多开放，带来知识产权保护和人
才环境的交流，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完
善、产业链布局更加合理、效率更
高，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
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看来，一个好的
营商环境最终要体现在三方面：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和政府
责任清单。下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着力点应更多侧重于政府方面改
革。

百城营商环境指数榜出炉

央行表示货币政策应对空间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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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5月13日电（记者桑彤）13
日A股低开低走，四大股指跌幅均逾1%，上
证综指险守2900点。

当日上证综指以2905.07点低开，全天低
位盘整，最终收报2903.71点，较前一交易日
跌35.50点，跌幅为1.21%。

深证成指收报 9103.36 点，跌 132.03 点，
跌幅为1.43%。

创业板指数跌2.01%至1503.06点。中小
板指数收报5618.83点，跌幅为2.16%。

伴随股指下跌，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

少。上涨品种逾 1000 只，下跌品种近 2500
只。不计算ST股，两市逾5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种植业、采掘服务、橡胶
涨幅居前，涨幅在3%以上；电子制造、保险、
汽车整车跌幅居前，跌幅逾2%。

沪深B指当日也以绿盘报收。上证B指
跌 1.11%至 296.25 点，深证 B 指跌 1.02%至
962.91点。

A股低开低走 上证综指险守2900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