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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嘉麟杰

东信和平

盛达矿业

道氏技术

华阳国际

银禧科技

名称
华兴源创

永鼎股份

华银电力

鹏欣资源

号百控股

芯能科技

收盘价
4.02

11.17

13.27

11.85

26.24

6.04

收盘价
76.60

4.02

3.16

5.14

11.51

7.13

涨幅（%）
10.14

10.05

10.03

10.03

10.02

10.02

涨幅（%）
13.95

10.14

10.10

10.06

10.04

10.03

名称
慈星股份

张家界

法 尔 胜

华讯方舟

九鼎新材

科瑞技术

名称
景津环保

华贸物流

上海临港

畅联股份

上港集团

翔港科技

收盘价
6.80

5.64

5.85

8.01

16.30

38.12

收盘价
29.48

8.82

31.51

13.25

6.13

19.85

跌幅（%）
-10.05

-10.05

-10.00

-10.00

-9.99

-9.99

跌幅（%）
-10.01

-10.00

-10.00

-9.99

-9.99

-9.98

名称
京东方Ａ

格林美

中环股份

苏州银行

东方财富

英洛华

名称
中国通号

紫金矿业

洛阳钼业

包钢股份

农业银行

上港集团

收盘价
3.71

4.68

10.85

13.01

13.08

7.12

收盘价
11.83

3.78

3.73

1.52

3.43

6.13

成交额（万）
223975

78688

182607

210556

195572

83860

成交额（万）
397167

122251

108254

32614

63545

115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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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5.62

11.31

5.21

5.98

4.01

5.67

3.32

5.24

涨跌幅（%）
+0.55

+1.81

-0.70

-0.76

-0.50

-0.99

+1.07

+0.30

-1.13

成交量（手）
46723

171756

11194

45572

79445

6066

16800

24521

1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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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魏玉坤）记
者7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从2020年1月1
日起，ETC 单卡用户（未安装车载装置的
ETC用户）不再享受原则上不小于5%的车辆
通行费基本优惠政策。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表示，对
ETC车辆给予不小于5%的车辆通行费基本
优惠政策，目的是鼓励车辆安装使用 ETC，
提高通行效率，促进节能减排，同时降低高
速公路运营成本。ETC单卡用户，是在计重
收费的条件下，为货车实现非现金支付提供
的一种服务方式，只能用于人工收费。

吴德金说，对于ETC单卡用户，考虑到
目前各地正在改造货车通行费计费系统，尚
不具备全面实现货车不停车快捷收费的条
件，交通运输部已部署各地，在今年年底前
继续予以不小于5%的通行费基本优惠政策，
并继续支持其非现金支付功能；但从2020年
1 月 1 日起，将不得再享受 ETC 优惠政策。
对于这部分用户，交通运输部门将组织相关
机构为其免费安装ETC车载装置，保障其继
续享受各类ETC优惠政策，其中包括不小于
5%的车辆通行费基本优惠政策。

全面清理规范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全面清理规范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清理规范地方性车
辆通行费减免政策的通知，要求各地有关部
门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面完成清理规范
工作。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介绍，此
次清理规范的内容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关于不得设定歧视性收费项
目、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规定歧视性价格，
不得排除、限制竞争等相关规定，针对本地
企业、本地货物等特定市场主体出台的、妨
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地方性车辆
通行费减免政策；需要停车接受人工查验、
无法实现不停车快捷通行的地方性车辆通
行费减免政策；影响对跨省车辆正常收费的
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

吴德金表示，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
策清理规范的主体是省级人民政府。各地
省级交通运输、发展改革和财政主管部门应
当在省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制定具体实
施方案，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面完成清
理规范工作。

“为维护全国统一规范的公路收费秩
序，确保车辆不停车快捷通行，除落实《收费
公路管理条例》、国务院有关规定以及实施
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外，今后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不得以任何形式制定其他车辆通行
费减免政策。”吴德金说。

确保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确保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货车通行费计
费方式调整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货车计费
方式调整后，确保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
担。

修订《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
标准，调整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是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的工作任务之一。交通

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介绍，新修订的车
型分类标准，增加了专项作业车大类，并明
确了载货汽车按照总轴数、车长和总质量进
行分类。

通知明确，加快货车车型分类调整工
作，确保在相同交通流量条件下，不增加货
车通行费总体负担，确保每一类收费车型在
标准装载状态下的应交通行费额均不大于
原计重收费的应交通行费额。

通知要求，对六轴以上货车，各地要结
合本地区实际，在六轴货车收费系数的基础
上，按每增加一轴增加一定收费系数的方
法，制定合理的收费系数，确保标准装载的
大件运输车辆不因计费方式调整而增加通
行费用。

根据通知，为确保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
体负担，在今年调整货车通行费费率过程
中，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价格、财
政部门完成收费标准初步审核之后，及时报
送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将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加强分析研究，强化对各
地相关工作的指导。

通知明确，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
费。鼓励货车运输流量流向等特征明显、差
异较大的省份，探索分路段、分时段、分行驶
方向、分特定出入口等差异化收费，进一步
提高高速公路路网通行效率。

进一步优化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通行服务进一步优化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通行服务

交通运输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优化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
政策的通知，要求严格规范免收车辆通行费
范围，优化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通行服务。

根据通知，整车合法装载运输全国统一
的《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内的产品的车辆，
免收车辆通行费。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表示，
“整车合法装载运输”是指车货总重和外廊
尺寸均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最大限值，且所载
鲜活农产品应占车辆核定载质量或者车厢
容积的80%以上、没有与非鲜活农产品混装
等行为。

通知明确，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通过
安装 ETC 车载装置，在高速公路出入口
使用 ETC 专用通道，实现不停车快捷通
行。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驶出高速公路
出口收费站后，在指定位置申请查验。建
立全国统一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预约服务制度和鲜活农产品运输信用
体系，对信用记录良好的车辆，逐步降低
查验频次。

“取消省界收费站后，全国高速公路将
统一实行分段计费、统一扣费。鲜活农产品
运输车辆如果不提前预约，将会发生先扣
款、待出口查验符合免费条件后再退费的情
况。”吴德金表示，由于退费需要一定程序和
时间，将会影响用户体验，增加鲜活农产品
运输业户的经营成本，所以提供了预约通行
服务。

通知还要求，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另有规定外，各地不得在路面环节增加针
对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的检查和验证，影响
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通行效率。

ETC单卡用户不再享受通行费优惠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张莫）中

国人民银行6日宣布，为完善香港人民币债
券收益率曲线，将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在香
港发行两期人民币央行票据，总发行量为
300亿元，其中3个月期央行票据200亿元，1
年期央行票据100亿元。

2018 年 11 月，中国人民银行首次通过
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 200 亿元

人民币中央银行票据。此后又分别于今年
2 月、5 月、6 月三次在港发行人民币央票。
业内人士表示，央票是流动性管理工具之
一，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央票来调节离岸
人民币流动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
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而受
到发行央票消息的影响，8月6日，离岸人民
币 汇 率 出 现 大 幅 反 弹 ，午 间 最 高 涨 至
7.06010，较早间低点反弹近800点。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梁倩 张莫）
高度依赖资金流的房地产业资金链正高度承
压。近日，央行、银保监会、发改委等部门频频
发声，银行信贷、信托、海外发债等多个房企融
资渠道全面收紧。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调控
的主旋律不会变，房企“银根”难松。在资金流
为“王”的背景下，下半年面临资金链压力的诸
多房企将用各种手段来快速回款。

7 月以来，房企赖以生存的信托、信贷
和债券融资渠道先后被收紧，房企“钱途”堪
忧。恒大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夏磊表示，从
2019年上半年来看，目前房企被收紧渠道的
融资量占其全部融资量的77%。

信托方面，中国银保监会针对近期部分
房地产信托业务增速过快、增量过大的信托
公司，开展了约谈警示，要求控制业务增速，
提高风险管控水平。用益信托数据显示，7
月房地产类集合信托发行规模745.51亿元，
环比下降31.03%。

银行信贷方面，7月底人民银行召开银
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调整优化座谈会时指
出，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严
禁消费贷款违规用于购房；加强对银行理财、
委托贷款等渠道流入房地产的资金管理；加
强对存在高杠杆经营的大型房企的融资行为

的监管和风险提示，合理管控企业有息负债
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一位股份制银行地方分
支机构人士对记者说，虽然目前其所在银行
对房地产开发贷的增速和额度没有明确的管
控要求，但在实际审批中会严格掌握尺度。

房企海外债券融资也将大幅缩水。国
家发改委日前发布了“778号”文，房企新境
外发债只能用于置换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
境外债务，同时备案监管强化。摩根大通债
务资本市场中国主管谢桐表示，根据摩根大
通统计，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上半年，房
企发债到期规模将达 390 亿美元。值得注
意的是，最近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房企海外
融资成本也产生影响。

在此背景下，多个高杠杆房企自寻出路，
欲加速回款，以手握更多现金流。例如，陷入
风暴中的新城控股计划出售不超过150亿元
的项目公司股权债权，且要求全部现金支
付。此外，据媒体报道，富力地产下半年原则
上暂停拿地工作，确保资金优先用于工程相
关款项的按时支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说，预计下半年房企或更换推盘策略，降
低价格以加速回款。同策研究院研究总监张
宏伟也表示，预计下半年市场会呈现“以价换
量”的态势，以确保企业现金流的稳定。

央行宣布将在港发行300亿元央票

“钱途”堪忧

房企自寻出路加速回款

新华社上海8月 7日电（记者桑彤）7
日，A 股市场虽跳空高开，但延续下跌势
头。创业板指数险守1500点。

当日，上证综指以2789.02点高开，早盘
震荡下行，午间有所回升，尾盘再度回落，最
终收报2768.68点，较前一交易日跌8.88点，
跌幅为0.32%。

深证成指收报 8814.74 点，跌 44.73 点，
跌幅为0.50%。

创业板指数跌 0.51%至 1500.25 点。中
小板指数收报5463.37点，跌幅为0.50%。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上涨品种逾

1300 只，下跌品种逾 2200 只。不计算 ST
股，两市近35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黄金股、有色金属、稀土
永磁涨幅居前，前两板块涨幅逾3%；港口运
输、足球概念、沪自贸区跌幅居前，跌幅逾
2%。

当日，沪深B指逆市收涨。上证B指涨
0.09% 至 260.22 点 ，深 证 B 指 涨 0.04% 至
923.59点。

A股高开低走 创业板指数险守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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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