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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天神娱乐

鹏翎股份

智光电气

安利股份

华阳集团

银宝山新

名称
威帝股份

纵横通信

大丰实业

华培动力

兆易创新

南华期货

收盘价
3.69

4.36

7.65

8.44

12.50

10.86

收盘价
5.58

24.70

13.62

32.65

180.29

29.15

涨幅（%）
10.15

10.10

10.07

10.04

10.04

10.03

涨幅（%）
10.06

10.02

10.02

10.01

10.00

10.00

名称
科蓝软件

亿纬锂能

金力永磁

宝塔实业

华信退

康强电子

名称
克劳斯

华北制药

松霖科技

普莱柯

浙江医药

东方材料

收盘价
31.20

31.40

56.78

4.17

0.30

14.68

收盘价
10.40

9.10

25.73

19.65

11.90

18.36

跌幅（%）
-10.01

-10.00

-10.00

-9.94

-9.09

-8.88

跌幅（%）
-10.03

-9.99

-8.14

-6.65

-6.52

-6.23

名称
京东方Ａ

中国长城

东旭光电

TCL 集团

奥马电器

欧菲光

名称
三安光电

工商银行

力帆股份

华北制药

农业银行

中信证券

收盘价
3.90

14.57

5.95

3.81

7.34

12.49

收盘价
15.58

5.48

4.08

9.10

3.47

22.97

成交额（万）
151364

474297

193473

118813

162245

244020

成交额（万）
345671

83230

60261

131998

44430

26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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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4.27

5.56

6.02

5.72

5.66

6.10

7.80

11.56

涨跌幅（%）
-1.433

-1.157

-2.113

-1.794

-1.718

+0.891

-0.164

0.000

-2.034

成交量（手）
30933

13240

22986

11312

146097

101116

81088

265884

2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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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将相继展开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班娟娟）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正在全
国铺开。记者获悉，未来数月，针对医疗、
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
央和地方监管部门将展开大规模调查，其
中商业贿赂、虚假宣传、商业诋毁以及利用
技术手段实施网络不正当竞争等将受到重
点整治。

“近年来，不正当竞争行为呈现多发、隐
蔽、复杂特征和趋势，尤其是教育医疗、科技
创新、电子商务等重要领域，出现传统不正当
竞争行为与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发态势，
不仅损害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而且
严重损害经济发展活力，成为新阶段反不正
当竞争执法的重点和关注点。”国务院反垄断
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直
至今年底，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重点领域反
不正当竞争执法行动，查办一批具有典型意
义、严重影响竞争秩序、侵害经营者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地方也在加快展
开行动，据了解，吉林、河北、江西、云南、湖
南、河南等地近日密集出台文件或召开部署
会，相继启动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行动。

比如，湖南省提出，分批次对药品、供水
供电供气、教育等重点民生领域，开展价格监
管专项整治行动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行动，
依法打击药店、药房、医疗机构中的商业贿赂
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供水供电供气单位开
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行动，坚决刹住各类价
格乱象和违规收费行为。云南省提出，重点
查处互联网领域的市场混淆、虚假宣传、利用
技术手段实施的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净化互
联网竞争环境。

此外，将打破地域阻碍，加强跨区域联合
执法。据了解，长三角联合执法会将重点放
在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上，搭建区域性执
法协作平台，加大联合执法的密度、力度和强
度。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
清华大学竞争法与产业促进研究中心主任张
晨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看，此次打
击重点领域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主要包括
保健市场虚假宣传行为，互联网领域利用技
术手段实施网络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医药购
销、医疗服务领域商业贿赂、虚假宣传等不正
当竞争行为以及商业诋毁行为。官方资料显
示，保健市场虚假宣传行为目前已查处百余
案件，其中44件涉及虚假宣传。

“一直以来，商业标志混淆方面违法现
象较多，在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
这部分内容改动也较大，是执法的重点和难
点。另外，虚假宣传特别是互联网虚假宣传
屡禁不止，无论是组织刷单还是虚假评价，
都是较为普遍的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国
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刘继峰对
记者表示。

从备受关注的医药医疗领域来看，此前，
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财税部门等针对医
药领域长期存在的垄断、商业贿赂等不正当
竞争行为已经亮剑。国办近日印发《治理高

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其中提出建立多部门
联合惩戒机制，严厉打击商业贿赂、垄断和不
正当竞争、伪造和虚开发票、企业变相捐赠等
行为。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金甫近日在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透露，市场监管总
局对原料药垄断等不正当竞争已经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还有一些正在立案调查，在这
方面起到了震慑和纠偏作用。从地方看，因
涉及商业贿赂等不正之风，湖南省 14 个药
品 8 月 26 日起已暂停全省医药集采平台挂
网资格。

专家认为，未来数月，这场反不正当竞争
执法风暴或持续升级，医药医疗、互联网等相

关行业将因市场整顿迎来变局。随着行业不
断净化、淘汰升级，未来产业集中度有望持续
提高。

“此次执法有利于进一步营造公开公平
竞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鼓励竞争打破垄断，
从根本上保护消费者权益。对于垄断性行业
以及竞争性行业都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
市场进入门槛较低的充分竞争行业，存在一
定倾销现象，比如有些互联网企业先烧钱搅
局再提高收费，破坏公平竞争环境，通过此次
执法，整体行业环境有望得到净化。”中国消
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
所长刘俊海对记者表示。

不过，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中还存在一些

难点。张晨颖指出，互联网背景下，传统的违
法行为认定规则、调查取证方法、处罚标准等
受到挑战。黄勇也指出，相应的法律依据、制
度规范等是否明确，新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型
行为是否有法可依，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来说是亟待厘清的问题。

据悉，相关法律法规正在加快酝酿出
台。比如，根据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平
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将制
定出台网络交易监督管理有关规定，依法查
处互联网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交易、
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严禁平台单边签订
排他性服务提供合同，保障平台经济相关市
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陈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 年 8 月 70 城房价涨幅整
体回落，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
城市数量进一步缩减至55个，
二手房价格已连续三个月有
20 个城市环比下跌。我国房
价上涨刚性预期的自我实现
循环正在被打破，期望中的楼
市“金九银十”大概率不会到
来。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正
坚定不移地向“房住不炒”轨
道回归。从供给面看，2019年
1 至 8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同比增长 10.5%，增速比 1
至7月回落0.1个百分点；房地
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同
比增长 8.8%，增速比 1 至 7 月
回落 0.2 个百分点，房地产未
来供应节奏放缓，销售促销力
度明显加大。从需求面看，
2019 年 1 至 8 月，全国商品房
销售面积同比下降0.6%，连续
八个月同比回落，房地产市场
需求正向理性回归。从价格
看，新房价格方面，4月和5月
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均为 67
个，6月降至63个，7月进一步
降至 60 个，8 月再缩减至 55
个。2019年8月，二手房价格
环比上涨的城市仅43个，多达
20 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
下跌，包括北京、杭州、三亚等
热门城市。

过去一段时间，地方政府
深入贯彻落实“房住不炒”定
位，严厉打击楼市投机炒作行
为，保持调控政策的稳定性和
连续性，有效遏制了楼市中的
非理性行为。同时，房价与租
金背离，人口红利逐步下降，

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导致房地产潜在投资
空间明显收窄，大大削弱了房
价刚性上涨预期的基础。

去年以来，全球贸易保护
主义明显抬头和单边主义盛
行，国际贸易秩序受到破坏，
市场预期受到影响，全球经济
再次面临衰退风险。今年以
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已经多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长
预期，从最初预判的3.7%降至
3.2%。为刺激经济增长，近期
多家中央银行宣布降息，并启
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
宏观金融政策的调整，对全
球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多方
面的，需要进行全面深入评
估。

资产投资存在顽强的“自
我陶醉”意识，主要表现为对
政策理解的牵强附会，按照最
利于自身的交易行为进行解
读，以期更大范围地影响潜在
投资者。楼市尤为如此，过去
我国房价存在非理性刚性上
涨预期，但凡有宏观金融政策
出台，总有大量的市场参与者
从有利于“买”的角度片面理
解。有鉴于此，当前要着重对
楼市这种“自我陶醉”保持高
度警醒，防止形成羊群效应。

事实上，“房住不炒”定位
已经深入人心，“不将房地产
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更
加坚决地打消了市场上一些
不切实际的幻想。无论是防
范重大金融风险，还是推进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都需要房
地产市场参与者保持足够理
性，切实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运行态势。

新华社北京 9月 23 日电
（记者班娟娟）新中国成立70年
来，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综
合国力与日俱增，财政实力由
弱变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财
政十分困难。1950年全国财政
收入仅为62亿元，1978年增加
到 1132 亿元。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
大幅增长，1999 年全国财政收
入首次突破 10000 亿元。进入
新世纪后，财政收入实现连续
跨 越 ，2012 年 达 到 117254 亿
元。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收
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8 年

达到 183360 亿元。1951 年至
2018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12.5%，其中 1979 年至 2018 年
年均增长13.6%，为促进经济发
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
的资金保障。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我国外汇储备相当紧张，1952
年末外汇储备只有 1.08 亿美
元，1978 年末也仅为 1.67 亿美
元，居世界第38位。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稳步增加，
2006年末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
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8 年
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727亿美
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

深沪大势分析

我国外汇储备

连续连续1313年稳居世界第一年稳居世界第一

坚定推动楼市

向向““房住不炒房住不炒””理性理性回归回归

新华社上海 9月 23 日电
（记者潘清）本周首个交易日，A
股低开低走，主要股指全线调
整。上证综指失守3000点整数
位，和深证成指同步录得约1%
的跌幅。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就跌破
了3000点，以2998.40点的全天
最高点低开。此后沪指缓步下
行，午后探至2960.83点的全天
低点后，以 2977.08 点报收，较
前一交易日跌29.37点，跌幅为
0.98%。

深证成指收报9781.14点，
跌100.11点，跌幅为1.01%。

创业板指数表现较为疲弱，
跌1.22%，收报1684.32点。中小
板指数跌0.77%至6205.47点。

伴随股指下行，沪深两市

大多数个股收跌，上涨品种总
数不足 900 只。不计算 ST 个
股，两市30多只个股涨停。

科创板同样表现不佳，仅
有7只个股上涨。乐鑫科技表
现较强，大涨逾6%。

大部分行业板块下跌，饲
料、仓储物流、黄酒、牧渔等板
块跌幅超过 2%。当日仅有 IT
设备板块涨幅超过1%。

沪深 B 指同步收跌，不过
跌幅明显小于大盘。上证B指
跌0.10%至273.07点，深证B指
跌0.30%至944.11点。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1991亿
元和 3089 亿元，总量较前一交
易日有所萎缩。

本周首个交易日沪指失守本周首个交易日沪指失守30003000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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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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