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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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绳股份

江南水务

复旦复华

亚振家居

大智慧

航天通信

收盘价
6.22

6.55

10.95

11.28

12.71

5.15

收盘价
9.19

4.16

11.39

10.74

6.91

19.65

涨幅（%）
10.09

10.08

10.05

10.05

10.04

10.04

涨幅（%）
10.06

10.05

10.05

10.04

10.03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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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美控股

赛轮轮胎

风神股份

永冠新材

上实发展

庞大集团

收盘价
8.79

10.86

9.57

8.42

7.88

8.54

收盘价
12.32

3.24

6.00

26.28

10.05

1.29

跌幅（%）
-10.03

-10.02

-9.97

-9.95

-9.84

-8.96

跌幅（%）
-10.01

-9.75

-9.09

-9.07

-8.64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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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都能源

华胜天成

保税科技

农业银行

康美药业

庞大集团

收盘价
3.42

8.79

6.55

6.32

13.66

15.63

收盘价
3.29

12.52

5.78

3.58

5.73

1.29

成交额（万）
150082

305184

191938

180577

354014

380908

成交额（万）
100521

368687

144606

81650

126702

2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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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5.89

11.50

8.01

6.85

4.64

6.35

3.65

6.30

涨跌幅（%）
-0.15

+1.03

-1.63

-2.32

+0.44

-1.28

-1.09

+0.55

-1.56

成交量（手）
66440

244739

23311

73057

153483

13618

12322

61599

2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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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13日电（记者杨承霖）美国升
级中美经贸摩擦导致全球资本市场避险情绪再度急
剧抬升。13日美股大跌，美债冲高，市场避险情绪浓
重，投资者信心受损，部分资金离场观望。

由于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 2000 亿美元商品加
征的关税税率由 10%提高到 25%，以及中方出台反
制措施，美国股市 13 日出现暴跌。道琼斯工业平
均指数当天大跌 2.38%，创今年 1 月以来最大单日
跌幅，标普 500 指数下跌 2.4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41%。

同时，避险资产受到市场追捧。所谓避险资产
是指在风险事件发生时，能够对冲风险并尽可能避
免损失的资产。在经济基本面和股票市场下行时，
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发行的国债，以及黄金是最
常见的避险资产。

由于美国10年期国债被大量买入，价格上涨造
成收益率一度跌破2.4%。分析人士普遍表示，当天
美股、美债间的“跷跷板”行情，反映出经贸摩擦升级
对投资者信心造成巨大伤害。

衡量投资者恐慌情绪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
指数（又称“恐慌指数”）13 日大涨 28.12%，达到
20.55，显示出投资者信心遭受沉重打击。

另一大避险资产黄金13日出现大涨，纽约商品
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6月黄金期价13
日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14.4 美元，收于每盎司 1301.8
美元，涨幅达1.12%。

除了股市和债市，贸易紧张局势升级还给期货
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尤其是大豆期货价格。芝加哥
商品交易所13日报价显示，接近大豆现货价格的5
月大豆期货价格已经跌破每蒲式耳8美元，创下自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而代表美国大豆收
获季交割价格的11月大豆期货价格，已经低于每蒲
式耳8.3美元。

低迷的大豆期货价格往往会伤害豆农的预期收
益，甚至影响生产决策。美国艾奥瓦州大学近期发
布的研究显示，常见大豆品种每蒲式耳的生产成本
在8.86美元至9.21美元之间，这意味着按照目前的
期货价格出售，大部分美国豆农将亏本。

美国农业生产资本投入巨大，不少农场主在购
置土地、农机等生产资料时依赖银行贷款，这也意味
着偿债需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北达科他州大豆种
植者协会执行主任南希·约翰逊表示：“你不能只凭

‘一厢情愿’就从银行家那儿获得贷款。”
近期美国市场的持续波动，除了贸易紧张局势

之外，还因为美国股市长时间高位运行已累积了下
行风险，并且美国经济内部不确定性也有所上升。
随着不确定性加剧，一些投资者已有退场观望倾
向。瑞士联合私立银行的分析认为，“投资者正在从
桌上拿掉一些筹码”。

新华社华盛顿5月13日电（记者熊茂
伶 高攀 刘杰）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工作
小组共同主席、华盛顿州民主党联邦众议
员里克·拉森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美国政府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做法损害
美国工人与消费者利益，不利于美国经
济，也无助于解决两国经贸问题。

拉森告诉记者，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
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
率由10%提高到25%会推高美国消费品价
格，更大范围影响美国民众生活，并将对
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投资机构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研究
报告显示，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输美产品
加征的关税将导致美国核心通胀率上升
0.2 个百分点，如果对剩余约 3000 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核心通胀率

将上升0.5个百分点。
拉森于今年3月率领美国国会民主、

共和两党议员团队到访北京和杭州等地，
与中方高层官员和中美两国企业家进行
交流，此次访华让他感受到美中之间继续
发展贸易的强烈意愿。他说，关税并不是
解决两国经贸问题的正确途径，双方应避
开使用关税工具，找到解决问题的其他方
法。

拉森表示，尽管当前美中经贸关系出
现一些摩擦，但华盛顿州与中国的贸易往
来、以及美中两国之间的整体贸易往来仍
将继续，只是这种双边贸易将更为昂贵。

拉森极其关注美中经贸磋商，因为他
所代表的华盛顿州的最大出口市场就是
中国。他表示，华盛顿州对于贸易的依赖
程度很高，40%就业岗位与贸易相关，而他

的家乡斯诺霍米什县，贸易更是支持了当
地60%的就业岗位。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本月初发布的
报告显示，受经贸摩擦影响，2018年华盛
顿州对中国出口货物121亿美元，较2017
年下降 12.4%。报告还显示，2009 年至
2018年，华盛顿州对中国货物出口累计增
长108%，而同期华盛顿州对全球其他地区
的货物出口增幅仅为38%。

拉森认为，目前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
的强硬政策立场不会达到预期目标，关税
策略也不明智，两国关系既面临挑战也相
互依存。而作为国会众议院美中工作小
组主要领导者，拉森表示将继续邀请在华
工作的美国人和中国官员到国会交流，加
强相互沟通，并促进美国民众对两国关系
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经贸紧张局势重挫美国股市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刘慧）北京时
间5月14日早，MSCI（明晟公司）宣布，将把现有
A股的纳入因子从5%提高至10%。

与此同时，将26只中国A股纳入MSCI中国
指数，其中18只为创业板股票。纳入之后，中国A
股在MSCI中国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所
占比重分别达到5.25%和1.76%。

据悉，本次调整将在5月28日收盘后生效。
MSCI是美国著名指数编制公司——明晟公

司的简称，是一家股权、固定资产、对冲基金、股票
市场指数的供应商。目前绝大多数全球性基金都
将这些指数作为跟踪标准，特别是被动型指数基
金。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高伟）近一个月以
来，全国二线城市土地市场持续升温。13日，中原地产
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单月，受监测的二线城市合
计卖地金额高达2933亿元，刷新了最近2年的最高纪
录。

具体来看，四月单月土地出让最多的二线城市有
武汉、杭州、苏州、合肥、温州、宁波、郑州等热点城市。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整体来看，
今年 1-2 月份各地土地市场普遍低迷，但随着春节
后信贷市场增量增加，房企融资难度降低，部分城
市在 4 月份土地市场再次出现了复苏苗头，回暖明
显。

4月份，全国整体土地市场迎来了一波成交小高
峰，随着二三线城市土地供应量的恢复，成交建筑面

积和成交金额同环比均呈现上升趋势；成交价格也在
市场回暖的影响下继续上涨，并达到近一年来的最高
点，溢价率同样保持上行，创下2018年下半年以来新
高。

在供应方面，4月份各大城市供地计划密集发布，
当月土地供应总量保持上升的趋势，达到今年以来土
地供应的最高点，土地供应总量为26925万平方米，环
比上涨三成，同比也大增72%。成交方面，4月成交体
量继续呈现回暖态势。据克而瑞地产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336城市经营性土地总成交建筑面积达到17987
万平方米，环比上涨31%，和去年四月相比也有27%的
涨幅。市场热度方面，土拍溢价率连续5月保持上涨，
4月环比再次上涨3个百分点，成交溢价率已达到了
22.1%，市场明显升温。其中，一线城市中广州出让了
多宗含金量较高的住宅地块，整体溢价率回升至15%；
二线城市中由于杭州、南京等热点城市在土拍中均采
取了“限地价竞自持”的方式，土地整体溢价率仍然高
达2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三四线成交高溢价地块
明显增多，溢价率也因此上涨到21.3%，这也是今年以
来首次突破20%。

克而瑞地产研究员马千里分析指出，虽然土地市
场热度进一步回暖，4月内多个监管部门和地方城市
已经做出对应表态，如住建部也对一季度房价、地价
上涨较快的城市提出预警，合肥、西安等土拍较热的
城市也已出台了调控新政，在新一轮的调控预期影响
下，预计本轮的土拍热度上升不会持续太久。

美政府加征关税损害美国工人与消费者利益

MSCI宣布

将现有A股纳入因子从5%增至10%

二线城市土地市场集体升温

土拍溢价土拍溢价率连续率连续55月上涨月上涨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
者丁雅雯）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14日发布的4月中国运输生产
指数（CTSI）显示，4月份我国运输
生产增速基本平稳，货运增长的
稳定性和持续性仍然较强。

今年 4 月，CTSI 为 168.3 点，
同比增长 3.7%，增速较一季度放
缓0.3个百分点。分结构看，CTSI
货运指数为 171.4 点，同比增长
5.3%，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2个百
分点；CTSI 客运指数为 162.9 点，
同比增长 0.7%，增速较一季度放
缓3.3个百分点。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信息
中心研究咨询室副主任兼实验室
主任周健认为，4 月 CTSI 综合指
数增速有所放缓，主要是由于客

运指数回落较多，而客运指数回
落一定程度受“五一”放假错期影
响。去年“五一”假期为4月29日
至5月1日，出行高峰期主要集中
在4月底，而今年高峰期后移至5
月初，导致 4 月 CTSI 客运指数增
速较一季度回落3.3个百分点。4
月 CTSI 货运指数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增速达5.3%，不仅快于一季
度增速，而且与近四年平均增速
基本持平，显示货运增长的稳定
性和持续性仍然较强。

中国运输生产指数（CTSI）以
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客货运量
为基础指标，综合反映交通运输
行业总体运行情况。指数由综合
指数以及客运、货运两个分项指
数构成。

新华社上海5月14日电（记
者桑彤）14日A股市场下跌，上证
综指失守 2900 点，创业板指数跌
破1500点整数关口。

当日上证综指以 2872.83 点
低开，全天低位盘整，最终收报
2883.61点，较前一交易日跌20.10
点，跌幅为0.69%。

深证成指收报 9038.36 点，跌
65.00点，跌幅为0.71%。

创 业 板 指 数 跌 0.56% 至
1494.60 点 。 中 小 板 指 数 收 报
5570.42点，跌幅为0.86%。

伴随股指下跌，沪深两市个

股跌多涨少。上涨品种约800只，
下跌品种逾 2700 只。不计算 ST
股，两市约5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饲料、黄金、
航天装备涨幅居前，涨幅在1%以
上；橡胶、种植业、采掘服务跌幅
居前，跌幅逾2%。

沪 深 B 指 当 日 以 绿 盘 报
收。上证 B 指跌 0.59%至 294.49
点 ，深 证 B 指 跌 0.66% 至 956.60
点。

A股下跌 上证综指失守2900点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指数显示

4月我国运输生产增速基本平稳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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