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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泰合健康

德展健康

龙星化工

宝色股份

电科院

华控赛格

名称
N移远

中国卫通

天目药业

新日股份

红塔证券

滨化股份

收盘价
4.91

7.99

6.02

10.73

6.79

4.60

收盘价
63.26

12.27

16.84

19.28

9.70

7.41

涨幅（%）
10.09

10.06

10.05

10.05

10.05

10.05

涨幅（%）
44.00

10.04

9.99

9.98

9.98

9.94

名称
天际股份

鸿利智汇

特锐德

东阿阿胶

华源控股

富邦股份

名称
*ST信威

ST丰山

邦宝益智

博信股份

深圳新星

精工钢构

收盘价
12.33

5.85

19.00

33.44

7.30

10.52

收盘价
12.51

35.94

10.46

12.72

29.89

2.89

跌幅（%）
-7.78

-7.14

-6.36

-5.59

-5.19

-5.14

跌幅（%）
-5.01

-5.00

-4.91

-4.36

-4.35

-3.99

名称
京东方Ａ

华映科技

国海证券

东方财富

TCL 集团

华东科技

名称
海油发展

农业银行

哈高科

中国重工

中国卫通

新城控股

收盘价
3.96

3.34

5.39

13.99

3.42

2.25

收盘价
3.88

3.58

9.45

6.09

12.27

28.78

成交额（万）
573062

80465

125201

285925

68848

29161

成交额（万）
77890

45476

111522

64613

117347

26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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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4.50

6.00

6.44

6.06

5.38

5.95

6.63

12.61

涨跌幅（%）
+0.539

-0.222

+0.671

-0.155

-0.329

-0.555

-0.168

+2.473

-0.316

成交量（手）
44,389

5,912

17,865

11,576

103,633

32,612

40,365

151,455

4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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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行榜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深沪大势分析

7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5.09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
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创下13个月以
来新高。在二级市场上，7月15日A股低开
高走，上证指数收盘上涨0.40%。多数机构
人士认为，上市公司已进入半年报披露季，
建议投资者近期密切关注中报业绩变化以
及科创板开市等主题。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沪深两市已经有超过1600家公司发布
半年报预告，其中，报喜比例超过50%。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上半
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使得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延
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内生
产总值超过45万亿元，同比增长6.3%。

消费成为大亮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初

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其中，工
业生产基本平稳，高技术制造业比重提
高。消费成为大亮点，多个细分领域均出

现加快增长的迹象。上半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9.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4%，增
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

截至昨日收盘，上证指数报2942.19点，
上涨 0.40%；深证成指报 9309.42 点，上涨
1.04%；创业板指报1547.47点，上涨1.94%。

民众证券投资顾问徐世荣表示，大盘
自上周周一下跌以来，在低位窄幅整理三
个交易日，场内做空的力量释放得比较充
分，但成交量跟进并不积极。目前市场最
大的支持因素来自资金流动性充足。半年
报登场的时期，上市公司盈利增长会与这
个重估过程形成合力。

关注行业景气度回升的绩优公司
“强化对中报超预期品种的布局。”徐

世荣认为。而根据记者统计，截至15日收
盘，沪深两市已经发布半年报预告的上市
公司中，有超过五成预计净利润报喜。因
此，多数机构建议，关注部分依靠行业景气
度回升的绩优公司。

来自同花顺 ifind 系统的数据，截至目
前A股共有163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9年

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预增、扭亏的公司
为822家，占比约为50.18%。预减和亏损的
公司为717家，占比约为43.77%。

具体来看，在业绩预喜的 822 家公司
中，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达到或超过50%的
公司有 419 家，占报喜比例的 50.97%。其
中，有257家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
比增幅最低达到或超过100%。海康威视为
当前的“盈利王”，预计半年报净利润最低
达到 37.33 亿元。其次，华新水泥、中联重
科、迈瑞医疗以及华菱钢铁等同期净利润
预计均在20亿元以上。业绩预减和亏损的
700多家公司中，长安汽车成为目前的“预
亏王”，上半年净利润最大可能亏损 26 亿
元。另外，坚瑞沃能、*ST皱鹰、金洲慈航等
预计亏损规模均超过10亿元。

因此，有业内人士指出，上市公司半年
报和科创板开市是7月A股重要情绪催化
因素，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中报业绩预告
的变化。一方面要甄别业绩基本面真实改
善的优质个股；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踩雷业
绩“变脸”股。 本报综合消息

上市公司半年报超五成“预喜”
新华社华盛顿7月15日电（记者邓仙

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5日在白宫召开记
者会说，财政部对社交媒体脸书公司计划发
行加密货币Libra深表担忧，因为加密货币可
能被洗钱者和恐怖主义活动资助者利用。

姆努钦表示，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被用于
支持网络犯罪、逃税、敲诈勒索、开发勒索软
件、贩毒、贩卖人口等违法行为，这“确实是
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姆努钦说，加密货币交易商和美国任何
一家银行一样，都要接受政府的合规检查。
他说，美财政部将以最高标准监管比特币和
Libra等加密货币，国际社会也应制定相关法
规对加密货币进行监管。

脸书Libra项目负责人戴维·马库斯将于
16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就Libra
相关问题作证。马库斯在预先提交的书面
证词中表示，只有在完全解决监管部门关切
并获得适当许可之后，脸书才会推出Libra。

脸书公司上月宣布将发行加密货币Li-
bra，引起广泛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
示，脸书和其他公司要想成为银行，必须接
受针对银行业的监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也表示，Libra已经引发关于隐私、洗钱等值
得担忧的问题，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该项目
不应推进。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向家
莹）伴随利好政策密集释放，近期保险资
金对于债权、股权投资计划明显增加。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日前披露的6
月产品注册数据显示，13家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共计注册债权投资计划和股权投
资计划22项，合计注册规模273.28亿元，
同比上涨62.18%。

从 今
年上半年
整体数据
看 ，25 家
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注册债权投资计划和股权投资计
划共105项，合计注册规模1681.48亿元，
同比增长20.97%。其中，基础设施债权投
资计划58项，注册规模1106.00亿元，同比
增长40.91%；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44项，
注册规模523.48亿元，同比下滑13.49%；
股权投资计划3项，注册规模52.00亿元。
同期，3家保险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共注册3
只保险私募基金，合计规模800.00亿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保险业累计发

起设立各类债权、股权投资计划1161项，
合计备案（注册）规模 26982.88 亿元；累
计注册保险私募基金 20 只，合计规模
1613.10亿元。

险资在债券、股权投资领域扩容背
后是政策利好的持续释放。今年 1 月，
为支持保险机构加大股权投资力度，银
保监会出台规定，简化股权投资计划和

保险私募
基金注册
程 序 。 2
月 ，银 保
监 会 在

《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
关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加快研究取消保
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范围限
制，规范实施战略性股权投资。近期国
新办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明
确表示，支持保险资管投资科创板上市
公司股票，鼓励保险公司增持优质上市
公司股票，正在研究推进保险公司长期
持有股票的资产负债管理的监管评价机
制，参与稳定资本市场发展。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汪子旭）
近日，公安部、央行、国家外汇局等多部门
密集发声部署，直指跨境金融服务风险。
记者获悉，监管部门正在对从事跨境支付
结算业务的机构展开合规性检查，跨境无
证经营合作被叫停。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
打击一批从事违规跨境金融业务的“地下钱
庄”、网络支付平台，同时还将进一步加强国
际执法合作。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针对跨境金融
服务风险，相关部门已经展开密集部署。记
者获悉，近日央行支付结算司召集部门支付
机构召开跨境业务研讨会，强调跨境业务持
牌经营的重要性，点名了一批跨境无证经营
机构，并要求境内机构在6个月内必须停止
与不合规的跨境无证机构进行合作。

日前，公安部还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开
展打击整治跨境网络赌博犯罪“断链”专项
行动，提出打击一批为跨境网络赌博等犯罪
提供资金结算的“地下钱庄”和网络支付平
台，同时强调国际执法合作，协同打击跨境
犯罪活动。

外汇局总会计师孙天琦表示，更加开放
的金融市场，需要更加有效的金融监管。跨
境交付模式下的金融服务，必须有有效的准
入监管标准、审慎监管体系、行为监管体系
和国际监管合作机制。

新华社上海7月14日电（记者胡洁菲）专
门针对幼儿的农家乐、新型儿童图书馆、少儿编
程班、定制化游学服务……随着全面二孩政策
的实施、全社会亲子观念的更新，如今越来越多
的家长开始追求更加多元、科学的“遛娃”方式，

“亲子服务”也随之成为一股消费新潮流。
近日，由美团点评主办的 2019“亲子奇妙

日”活动在上海世博展览馆拉开帷幕，展馆的主
要项目包括亲子游乐、幼儿及少儿教育、亲子摄
影、亲子餐厅、儿童玩具等，吸引众多家庭参
与。组织方表示，展会吸引人次预计达10万。

心理学者张怡筠博士在活动现场指出，一
些父母在陪伴孩子时没有用心，比如边陪伴边
玩手机。“这并不能让孩子真正感受到爱，久而
久之，孩子反而成了新的‘孤独群体’”。

丢掉手机、多些陪伴，不少家长开始转变育
儿观念。亲子活动的体验化也催生了更多新兴
业态，让“遛娃”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除了传统的儿童服装品牌、文具品牌、少儿
培训等，近年来各类针对少儿的餐厅、影院也越
来越多。与此同时，不少商场也开始加速布局
亲子项目业态。据赢商大数据的报告，近年来
儿童亲子业态已经成为继零售、餐饮两大业态
之后，购物中心吸客力最强的第三大业态。

如今正值暑假，家住上海浦东的周女士就
每周定期带孩子去周边的亲子乐园“放风”。“有
沙画体验、蛋糕DIY课程，各类游乐设施的保护
措施做得也非常好。”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乐
园的项目安排能让父母和孩子有良好的互动，
很好地促进了亲子关系。

在美团点评亲子业务负责人张涛看来，亲
子服务是特定人群在“吃喝玩乐游娱购学”等多
方面的需求聚合场景。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亲
子服务的各种需求会越来越细分化，帮助孩子
更加健康地成长。

美国财长

对脸书拟发加密货币深表担忧

多部门密集发声

跨境金融服务迎监管风暴

丢掉手机“遛娃”

亲子服务催生消费新热点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售票处售票处 国际国内飞机票、火车票、出国旅游、签证、租车、

国内旅游、一日游、市内免费送票、移动pos机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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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金翔国际票务青海金翔国际票务88655558865555
国际国内机票一类代理资质，全航司授权GP政采机票零手续费

政策利好密集释放

险资扩大股险资扩大股权投资迎窗口期权投资迎窗口期

新华社上海7月16日电（记者潘清）
近期的连续反弹未能延续，16日沪深股
指小幅收跌，两市成交也降至3500亿元
附近。行业板块涨多跌少，但总体表现
较为平淡。

当日上证综指以 2938.64 点小幅低
开，全天围绕前一交易日收盘点位窄幅
震荡整理。盘中沪指摸高2944.82点，探
低2931.29点，尾盘收报2937.62点，较前
一交易日跌4.57点，跌幅为0.16%。

深证成指收盘报9283.41点，跌26.01
点，跌幅为 0.28%。创业板指数跌 0.14%

至 1545.27 点，中小板指数跌 0.28%至
5671.34点。

尽管沪深股指收跌，两市仍有逾
1900 只交易品种上涨，多于下跌数量。
不计算ST个股，两市近40只个股涨停。
沪市迎来新股N移远，首日涨幅为44%。

与前一交易日超过4200亿元的总量相
比，当日沪深两市明显缩量，分别成交1408
亿元和2117亿元，总量降至3500亿元附近。

A股反弹未能延续 沪深股指小幅收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