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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三只

三泰控股

九安医疗

嘉寓股份

宜安科技

阳光电源

名称
澄星股份

六国化工

金诚信

天目药业

卫信康

红塔证券

收盘价
21.14

3.60

6.89

4.05

10.73

9.75

收盘价
5.67

5.02

8.98

13.92

11.64

8.02

涨幅（%）
44.01

10.09

10.06

10.05

10.05

10.05

涨幅（%）
10.10

10.09

10.05

10.04

10.02

10.01

名称
三超新材

风华高科

台海核电

兴齐眼药

中旗股份

金卡智能

名称
赛腾股份

中原证券

泰晶科技

博信股份

湖南海利

莎普爱思

收盘价
22.38

10.52

7.92

71.28

24.35

14.43

收盘价
26.55

5.22

19.78

13.70

6.61

8.52

跌幅（%）
-10.01

-10.01

-10.00

-10.00

-9.98

-9.98

跌幅（%）
-10.00

-9.84

-8.17

-7.43

-7.42

-6.78

名称
京东方Ａ

华映科技

平安银行

金科文化

TCL 集团

二三四五

名称
海油发展

农业银行

中原证券

工商银行

紫金矿业

新城控股

收盘价
3.73

3.12

14.12

2.97

3.33

3.80

收盘价
3.84

3.60

5.22

5.62

3.52

27.84

成交额（万）
310004

52181

205575

37503

41160

45129

成交额（万）
159975

59684

85567

79056

42802

30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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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4.44

5.96

6.37

5.98

5.54

5.72

6.49

13.35

涨跌幅（%）
+0.545

-0.225

+0.846

+0.632

-0.333

-0.360

-0.175

+1.724

+1.367

成交量（手）
34,259

7,288

18,805

8,784

92,408

23,189

36,311

99,961

3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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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王文博）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酝酿进一步扩大。国务
院常务会议近日明确，下一步要在现有35个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基础上，根据地方意愿，
再增加一批试点城市。记者了解到，一些城
市开始准备申报，其中山西、新疆、青海、西藏
等跨境综试区空白的省份应该会考虑重点支
持。

2015年以来，国家已经批准设立三批共
35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其中前两批13个试点
主要设在东部大中型城市，第三批22个跨境
电商试点开始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设
立试点数量在加速的同时，地区发展也更为
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前三批试点已经在通
关、物流便利化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经验做

法向全国推广，带动了创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跨境电商高级分析师

张周平表示，综试区实现了体制机制的创新，
突破部门界限，形成商品、物流、商户、电商平
台、口岸管理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和监管协
同机制。

张周平认为，综试区政策红利也给企业
带来了发展利好，节省了企业成本，同时试点
城市通过政策的先行先试，提升了整个城市
的创新活力，加大了政府招商引资的资本，也
带动我国跨境贸易整体环境的改善。据世界
银行最新评估，我国营商环境总体排名第46
位，跨境贸易排名第65位，均比上年提升了
32位。

以杭州为例，作为全国首批 5 个试点城

市之一，也是全国首个获批的“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2015 年成立之初，杭州只有
3500家跨境电商企业，经过四年多发展，达到
了12000家。

业内认为，正是基于前期试点的成绩，跨
境电商综试区正在加速向全国条件比较成
熟、需求比较迫切的城市推广。

对于新一批试点城市的选择，中国国际
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长李鸣涛对记者表
示，应该会考虑重点支持山西、新疆、青海、西
藏等跨境综试区空白的省份。总体来看，还
是希望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式复杂多变的背景
下，通过支持跨境电商发展，在满足国内消费
升级需求的同时，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出口，打
造进出口贸易新通道。

跨境电商综试区新青藏有望入列

新华社纽约7月12日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主席鲍威尔日前在美国国会两场听证会上明确释放
宽松货币政策信号，令市场降息预期得到增强。受
此提振，11日，纽约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
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盘均创历史新高。

截至11日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
易日上涨0.85%，收于27088.08点；标准普尔500种股
票指数上涨0.23%，收于2999.9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
数微跌0.08%，收于8196.04点。

鲍威尔10日出席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
证会时表示，受贸易紧张局势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
影响，美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美联储“将
采取适当行动维持经济扩张”。

鲍威尔的言论增强了市场对美联储即将在7月
底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降息的预期，并推动纽约
股市三大股指冲上历史高位。10日，标普指数盘中
首次冲破3000点；11日，道指首次冲破27000点，并
与标普一道收于历史新高。

安本标准投资公司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詹姆斯·
麦卡恩认为，美联储在7月份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降
息几乎“板上钉钉”。亿创理财公司投资策略副总裁
迈克·洛文加特表示，鲍威尔作证时表明了其转向宽
松政策的态度，接下来美联储有望降息25个基点。

美国劳工部11日发布报告说，美国6月份消费
价格指数（CPI）环比增长0.1%，但剔除食品和能源价
格的核心CPI环比增长0.3%，是2018年1月以来的最
大增幅。劳工部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非农部
门6月份新增就业岗位22.4万个，远超市场预期。

洛文加特对此表示，虽然6月份美国核心CPI增
幅高于市场预期，但美联储已明确表示，对经济增长
前景的担忧和当前贸易紧张局势的负面效应远大于
通胀数据和强劲就业数据的正面效应。

投资平台威利斯-欧文公司个人投资主管阿德
里安·洛科克预计，未来数日美股涨势仍将持续，因
为美联储的立场已变得更为明确。

新华财经分析师张骐认为，目前美国、欧元区等
许多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都呈现出
进一步下滑趋势，而美国的通胀增速或许在今年第
三季度结束前不会明显加快，消费不强劲态势将延
续。除了美国或将进入降息周期外，欧洲央行也可
能最快于9月份重新启动债券购买。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高伟）
7月份以来，土地市场成交情况依然处于
高位。全国范围多个城市土地出让收入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7 月 11 日，20 城市
集中推出48宗地块，其中包含住宅用地
39宗。

7月11日，苏州推出5宗综合用地，
起始总价 915536 万元。至此，7 月 10
日-11日两天之内苏州合计出让16宗地
块，总成交价达到180.77亿元。同日，成
都 推 出 2 宗 综 合 用 地 ，起 始 总 价
509142.16万元。此外，当日上海、南京、
温州均有不同数量地块推出。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7
月10日，受监测的50大城市合计出让土
地 21465.3 亿元。其中金额最多的杭州
达到 1458.5 亿元，也是今年以来唯一土
地收入超过千亿规模的城市。其次，武
汉土地收入 949 亿元，北京 944 亿元，天
津902亿元，苏州883亿元。

“从50大热点城市数据看，在一季度
低迷的情况下，二季度土地市场全面复
苏。7月上旬，土地市场行情依然高位运
行。”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多个地方
城市调整了土地出让政策。相比2018年
过于严格的土地出让限制，最近几个月
各地土地市场约束条件相对减少。部分
城市的土地限价、土地保证金、土地配套
保障房都有所调整。

“这种情况下，叠加部分城市的限价
政策微调，使得开发商拿地积极性提
高。”张大伟说，最近部分热点城市出让
优质地块的比例有所增加，各大房地产
企业需要补充土地储备。最近几个月，
因为上半年整体资金面的缓解，部分企
业拿地积极性明显提高，包括部分企业
的战略布局增量加大。“最近还有新上市
房企增加土地储备，从市场变化看，第二
梯队的房企抢地最坚决”。

从地方城市的供地积极性看，上半
年一二线城市普遍加大了土地供应。下
半年以来，大部分城市依然在增加土地
出让。与此同时，楼市调控政策也出现
了相应的调整，针对房价上涨明显的区
域，调控持续加码。例如，苏州进行了多
次调控的微弱升级。

“土地市场仍然在继续分化，房企对
优质城市、优质土地的争抢依然激烈。
虽然一二线城市调控政策严格，但对于
房企来说，为了加大销售额，依然会集中
拿地。”张大伟指出，最近三四线城市依
然相对低迷，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企业愿
意把更多资金投入到一二线城市，这也
是一二线土地市场升温的原因。

新华社上海7月12日电（记者
桑彤）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A股市
场四大股指全线反弹。

当日，上证综指以2915.34点开
盘，全天震荡盘整，最终收报2930.55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12.79 点，涨幅
为0.44%。

深证成指收报 9213.38 点，涨
60.61点，涨幅为0.66%。

创业板指数涨 0.26%至 1518.07
点。中小板指数收报5625.79点，涨
幅为0.47%。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

品种逾 2100 只，下跌品种逾 1300
只。不计算ST股，两市约30只个股
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光刻胶、氟化
工、电子化学品领涨，涨幅逾3%；其
他制造、船舶工业集团、黄金股跌幅
居前，跌幅逾1%。

当 日 ，沪 深 B 指 也 以 红 盘 报
收。上证B指涨0.91%至290.08点，
深证B指涨0.34%至979.31点。

一二线城市

开启下半年新一轮供地潮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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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主席释放宽松信号
推动美股创新高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刘红霞）海关总署 12 日发布数据，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14.67 万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3.9%，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
91.9%，表现亮眼。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出口
7.95万亿元，增长6.1%；进口6.72万
亿元，增长1.4%；贸易顺差1.23万亿
元，扩大41.6%。

从进出口品类看，上半年，我国
机电产品出口 4.63 万亿元，增长
5.3%，占我国出口总值的58.2%。其
中，便携式电脑出口增长11.4%；电
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91.9%；太阳能
电池出口增长57.1%。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对欧盟、
东盟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
口均增长。具体来看，上半年，我
国对欧盟进出口总值为 2.3 万亿
元，增长11.2%，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5.7%；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1.98

万亿元，增长10.5%，占13.5%；中日
贸 易 总 值 为 1.03 万 亿 元 ，增 长
1.7%，占7%。

数据显示，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外贸发展良好，上半年合
计进出口4.24万亿元，增长9.7%，高
出外贸整体增速5.8个百分点，占我
国外贸总值的 28.9%，比重提升 1.5
个百分点。其中，我国对俄罗斯、沙
特阿拉伯、埃及进出口分别增长
11.5%、34%、1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我国民营
企业进出口6.12万亿元，增长11%，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41.7%，比去年
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表
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外贸高质量发
展有序推进，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挑
战。“但是我国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外贸结构优化、动
能转换加快的趋势没有改变。”

12日A股四大股指全线反弹

我国上半年外贸增长3.9%

电动载人汽车出口接近翻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