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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名称
N卓胜微

远大智能

恒天海龙

科隆股份

沃华医药

奥美医疗

名称
吉林高速

金杯汽车

电魂网络

XD昆药集

国茂股份

一拖股份

收盘价
50.82

4.57

3.71

8.12

10.21

25.26

收盘价
3.06

4.50

26.90

10.55

18.03

7.37

涨幅（%）
44.01

10.12

10.09

10.03

10.02

10.02

涨幅（%）
10.07

10.02

10.02

10.01

10.01

10.00

名称
华泽退

奥马电器

众和退

荣丰控股

恒锋信息

盛运环保

名称
退市海润

好太太

元成股份

新日股份

兰石重装

联明股份

收盘价
0.62

4.75

0.72

15.75

22.73

1.66

收盘价
0.16

16.09

12.20

14.23

8.69

12.91

跌幅（%）
-10.14

-10.04

-10.00

-10.00

-9.98

-9.29

跌幅（%）
-11.11

-9.76

-9.02

-8.90

-8.14

-7.92

名称
攀钢钒钛

双塔食品

京东方Ａ

鸿达兴业

神农科技

恺英网络

名称
包钢股份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农发种业

紫金矿业

ST康美

收盘价
3.52

8.08

3.35

5.75

4.62

3.67

收盘价
1.70

3.82

5.74

4.50

3.47

2.84

成交额（万）
78866

173254

64692

99666

75240

55440

成交额（万）
67071

122108

149738

67844

50013

40317

名 称
西宁特钢

青海华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顺利办

*ST盐湖

青青稞酒

收 盘 价
3.72

4.47

5.76

6.57

6.14

7.66

6.00

6.29

12.02

涨跌幅（%）
-1.326

-0.445

-1.031

-2.086

-0.647

-1.161

0.000

-2.025

-0.661

成交量（手）
44590

7449

13875

31599

97375

29128

33729

422177

18653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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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记者吴雨）中国人民银行1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 月份，
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3.6
万亿元，债券市场托管余额
为91.1万亿元。

央行公布的金融市场运
行情况显示，5 月份，国债发
行3953.2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3043.2亿元，金融债券发

行4880.5亿元，公司信用类债
券发行4888.6亿元，资产支持
证券发行720.4亿元，同业存
单发行1.8万亿元。

数据显示，5 月份，银行
间货币市场成交共计84.7万
亿元，同比增长21.54%，环比
下降 1.84%。同业拆借月加
权平均利率为2.24%，较上月
下行 19 个基点；质押式回购

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27%，较
上月下行19个基点。

此外，5 月份，银行间债
券市场现券成交 18.6 亿元，
日均成交 8837.2 亿元，同比
增 长 67.45% ，环 比 增 长
10.38%。交易所债券市场现
券成交 7012.1 亿元，日均成
交 350.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9.34%。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
电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5月
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
统计分析指出，5 月份，一二
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涨幅总体稳定。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初 步 测
算，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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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个
百分点，其中北京、广州和深
圳 分 别 上 涨 0.6% 、0.8% 和

0.4%，上海下降0.1%；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
点，其中北京和深圳持平，
上海上涨 0.1%，广州下降
0.3%。

5月份，31个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
涨0.8%，涨幅与上月相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0.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
点。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
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上涨0.6%，涨幅与上月相同。

从同比来看，5 月份，一
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
与上月相同或回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
统 计 师 刘 建 伟 分 析 ， 5 月
份，各地继续落实好一城一
策、因城施策、城市政府主
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制，房
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定。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者张千千 吴雨）中国人民
银行18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
展了 9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因当日有 100 亿元逆回购到
期，故实现净投放800亿元。

央行发布公告称，为维

护半年末流动性平稳，当日
开展900亿元逆回购操作，期
限为14天，中标利率为2.7%。

当日，银行间市场各期
限利率涨跌互现。18日发布
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Shibor）显示，隔夜和 7 天利

率分别为 1.601%、2.399%，较
上一个交易日下行 20 个和
9.2 个 基 点 ；14 天 利 率 为
2.722%，较上一个交易日上
行5.3个基点；一年期利率为
3.231%，较上一个交易日上
行0.3个基点。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 吴黎华）
继科创板之后，今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另一重
大举措——沪伦通正式落地。业内人士认
为，这是国内资本市场和国际发达市场首次
联通，对于提升A股国际化水平和促进制度
改革意义重大。

开创交易所互联互通新模式
沪伦通已经正式启动。北京时间 6 月

17日，中国证监会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发布了沪伦通《联合公告》，原则批准上交
所和伦交所开展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
（以下简称沪伦通）；双方监管机构签署了
《上海与伦敦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监管合作谅
解备忘录》，将就沪伦通跨境证券监管执法
开展合作。上交所上市公司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的沪伦通下首只全球存托凭
证产品同日在伦交所挂牌交易。

沪伦通是指上交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
联互通机制，符合条件的两地上市公司，通
过将股票转换成存托凭证，并在对方市场挂
牌交易。早在2015年，沪伦通已由中英两
国政府展开可行性研究。去年10月12日，
证监会正式发布《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
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的监管
规定（试行）》，同年11月2日，上交所发
布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
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暂行办法》为主的
8项规则。

沪伦通包括东、西两个业务方向。起
步阶段，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以其发
行在外的股票为基础证券发行中国存托凭
证。上交所上市公司可以新增股票为基础证
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联合公告》明确，
起步阶段，对沪伦通跨境资金实行总额度管
理；其中，东向业务总额度为2500亿元人
民币；西向业务总额度为3000亿元人民币。
开展跨境转换业务的证券经营机构可在对方
市场持有不超过等值5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和
特定投资品种，以缩短跨境转换周期、对冲
市场风险。后续可视沪伦通运行情况和市场
需求，对总额度和上述资产余额进行调整。

同一天，上交所伦敦办事处正式开
业。上交所表示，沪伦通为两地发行人和
投资者提供了进入对方市场投融资的便利
渠道，是继2014年沪港通开通后，境内外
交易所互联互通模式的又一创新。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措施加速落地
沪伦通的正式落地，是中国资本市场

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国盛证券指
出，沪伦通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新里
程碑，对于A股国际化水平提升和制度改
革意义重大。此次互联互通机制建设，是
国内资本市场和西方发达市场首次联通，
丰富了境内投资者标的选择，满足了境内
居民投资境外品种的需求；上海与伦敦国
际金融中心的合作更加密切，将吸引更多
海外机构参与国内市场投资，并且欧洲大
型投资机构无需绕道香港或新加坡可在伦
敦证券交易所直接开展各类人民币资产交
易；有利于中国优质企业“走出去”，同时
提高境内市场深度，增加海外资金对于国
内股市的关注度，长期助力于引导外资进
入A股市场。

近年来，随着沪港通、债券通、中日
ETF互通等对外开放举措先后落地，A股市
场先后被多个国际重要指数纳入，中国资
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都在进一步
提升。从趋势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各项开
放举措正在加速落地。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日前在陆家嘴论坛
上表示，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总
要求，坚定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近
期，证监会将陆续推出一揽子对外开放的
务实举措。一是推动修订QFII/RQFII制度
规则，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中
国资本市场。二是按内外资一致原则，允
许合资证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外股东实
现“一参一控”。三是合理设置综合类证券
公司控股股东的资质要求，特别是净资产
要求。四是适当考虑外资银行母行资产规
模和业务经验，放宽外资银行在华从事证
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准入限制。五是全
面推开H股“全流通”改革。六是持续加
大期货市场开放力度，扩大特定品种范
围。七是放开外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私募产品参与“港股通”交易的
限制。八是研究扩大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
开放，拓展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交易所债
券市场的渠道。九是研究制定交易所熊猫
债管理办法，更加便利境外机构发债融资。

资本持续流入助推A股国际化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

高，全球资本正在进一步加大配置中国资
产。WIND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通
过互联互通机制下的沪股通和深股通，外资
正在快速流入A股市场。今年以来，截至6
月17日，沪股通总计净流入资金452.09亿
元，深股通净流入 343.33 亿元，合计达到
795.42亿元。自开通以来，沪股通和深股通
的净流入资金分别达到了 4218.87 亿元和
2993.89亿元。

在外资持续流入的同时，包括券商、
基金等外资机构也在加速布局中国市场。6
月6日，证监会核准了摩根士丹利华鑫（简
称“大摩华鑫”） 的股权变更申请，股权
变更完成后，外方股东摩根士丹利国际控
股公司将会持有大摩华鑫 44%的股份，成
为第一大股东，大摩华鑫将成为国内第一
家外资相对控股的公募基金。在券商方
面，自从去年证监会正式发布《外商投资
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以来，国内已经有3家
外资控股券商，分别是瑞银证券、摩根大
通证券 （中国） 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瑞
信方正则有望成为第四家外资控股合资券
商。在外资私募基金方面，截至目前，已
有富达利泰、瑞银资管、英仕曼、施罗德、桥
水投资等19家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38只基金产品，管
理基金规模52亿元。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
示，A 股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将吸引更多
外资配置A股。在A股开通沪港通、深港通
之后，直接推动了MSCI以及富时罗素国际
指数纳入A股，有力推动了A股市场的国际
化，提高了外资对于 A 股的配置需求。目
前，外资对A股的持有资金量超过了1.6万
亿，未来五年有望逐步提升到更高的持股水
平。他认为，外资的持续增持对于A股的投
资理念会有很大的改变，推动A股融入到国
际资本市场体系。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
登新则指出，中国股市和债市规模均已位列
世界第二大市场，国际资本无法拒绝中国市
场。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系列举措，已
赢得国际投资者的普遍认可。全球三大股
价指数先后将A股纳入其成份股，表明国际
资本对中国市场的配资需求强烈，它们将成
为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助推器。

沪伦通启动！对A股有何影响

新华社上海6月18日电
（记者潘清）18日A股全线温
和收升，创业板指数表现稍
强，录得近 1%的涨幅。两
市成交继续萎缩，合计降至
3200亿元附近的“地量”水
平。

当 日 上 证 综 指 以
2891.09 点小幅高开，全天
围绕前一交易日收盘点位窄
幅波动。盘中沪指冲击2900
点 整 数 位 未 果 ， 摸 高
2898.33 点后震荡回落，尾
盘收报 2890.16 点，较前一
交易日涨2.54点，涨幅仅为
0.09%。

深市表现略好于沪市。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8804.32 点 ，
涨 23.45 点，涨幅为 0.27%。
创业板指数走势相对较强，
涨 0.93% 后 以 1455.75 点 报
收。中小板指数涨 0.38%，
收盘报5413.44点。

尽管股指收升，沪深两
市仍出现跌多涨少格局，告
跌 品 种 总 数 超 过 1900 只 。
不计算 ST 个股，两市 40 多
只个股涨停。创业板新股N
卓胜微挂牌上市，首日涨幅
约为44%。

行业板块涨跌数量基本
持平。饲料板块表现
抢眼，以近 4%的幅
度 出 现 在 涨 幅 榜 首

位。贵金属、机场服务、机
床设备等多个板块涨幅超过
1%。农业板块表现不佳，
跌幅接近 3%。半导体、船
舶、有色金属板块跌幅靠
前。

沪深B指双双微跌。上证
B指跌0.05%至287.72点，深
证B指跌0.03%至923.07点。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
沪深两市继续缩量，分别成
交 1369 亿 元 和 1848 亿 元 ，
总量降至 3200 亿元附近的

“地量”水平。

55月中国债券市场发行债券月中国债券市场发行债券33..66万亿元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
55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总体稳定销售价格涨幅总体稳定

央行开展央行开展900900亿元逆回购操作亿元逆回购操作

AA股全线温和收升股全线温和收升 两市成交再现两市成交再现““地量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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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