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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吴黎华）近一段时
间以来，在A股市场主要指数运行整体平稳的
过程中，前期驱动指数上行的一些权重股，特别
是以白酒、医药等行业为主的大市值股票短期
内大幅调整，引发市场关注。有观点称，这些白
马股集体下跌将给A股带来较大压力，笔者认
为这一看法有失偏颇。当前，A股市场正处在改
革的关键节点，无论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
展的大环境，还是资本市场制度持续完善、市
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以及
上市公司质量持续提升，都将推动A股市场重
心中长期持续向上移动。与短期波动相比，更
应看到A股市场重心持续上移的中长期趋势。

近期，以贵州茅台、恒瑞医药为代表的所
谓“核心资产”类股票快速下跌，放在中长期来
看，这是自 2015 年以来持续上涨中的短暂回
调，源于前期积累了较大的获利回吐需求。从
市场风格来看，自2015 年以来，A股市场一直
处于两极分化、强者恒强的格局。未来，这一
市场风格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待观察。从历史
经验来看，市场趋势和风格一旦形成，往往具
有较强的惯性。不过，投资者也应当注意到，
当前市场中一些消费类股票估值水平显然已
经处于历史高位，可能面临估值回归。

从市场的中长期运行来看，有足够的理由
支撑A股重心稳步向上。首先，从宏观环境和
市场结构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
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旧动能转换正在
加速。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一个较为明显的表
现是，实体企业的盈利情况正在改善。与此同
时，上市公司的结构和质量也正在发生重大变
化。自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以来，越来越
多的科技类企业进入A股市场，这些企业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中国产业的发展方向，改
变着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结构，与中国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遥相呼应。近一段时间以来，监管
部门推出一系列政策，无论是优化存量、健全
退出机制，还是完善并购重组，都在不断提升A
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一个由更高质量
上市公司构成的资本市场，其估值水平理应有
更高的上升空间。

其次，从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和风险因素
来看，经过近年来的集中整治，我国金融风险
由前几年的快速积累逐渐转向高位缓释，已经
暴露的金融风险得到有序处置，金融风险总体
收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对于上市公司而
言，股权质押、商誉减值等主要风险也逐步释
放。同时，经过市场和宏观环境变化的“教
训”，上市公司也在告别过去那种依赖高杠杆
扩张的模式和发展阶段，更加意识到，不断聚
焦主业、审慎并购、加大研发提升自身的核心
竞争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就整个市场而
言，过去数年来绝大多数行业和企业都处于估
值回归的过程中。当前，除了个别行业，多数
行业和企业的估值水平均处于历史低位，具有
显著的优势。事实上，这也是近期白马股快速
调整而市场指数较为平稳的原因所在。

再次，从外部因素来看，2019 年以来，A
股市场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不少重
大进展，各大国际指数相继纳入或扩容，给
市场带来了大量的增量资金。未来，开放仍
将持续进行，全球资金进入中国市场的空间
还十分巨大。全球资本涌入 A 股和中国资本
市场的对外开放密切相关，也正在不断促进
其市场化改革和基础制度、市场工具的完
善。除了外资，随着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
包括险资等中长期资金也正在加大入市的
力度。这一切都将成为 A 股重心持续上行的
重要支撑力量。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 高伟）
12月2日，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报告显
示，11 月，40 城 土 地 成 交 面 积 环 比 增
长 18.8%，移动平均土地成交均价环比
下跌 1.6%。这是 40 城土地成交溢价率连
续第五个月下降。

“土地溢价率持续下降表明土拍持续
降温，开发商高价拿地意愿不强，预计未来
几个月溢价率仍将保持较低水平。当前政
策调控总体方针并未发生转变，40城土地
市场仍将处于降温态势。”上海易居房地产
研究院研究员王若辰说。

易居监测数据显示，11月，40城土地成
交建筑面积 4803.4 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18.8%，同比增长 12.2%。今年 1 至 11 月，40
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48307.4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2.9%，降幅小幅收窄。

从土地出让金收入来看，11月40城土

地出让金收入为 2266.6 亿元，环比增长
37.4%，同比增长 12.9%。综合今年前 11 个
月，40 城土地出让金收入 24364.2 亿元，同
比增长15.4%，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分城
市来看，1至11月，40城土地出让金排名前
五的城市分别为杭州、上海、北京、武汉和
南京，其土地出让金总额分别为 2397.6 亿
元、1504.9亿元、1438.7亿元、1366.4亿元和
1348.0亿元。其中，杭州土地出让金最多，并
且远超第二名，这意味着土地出让收入对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贡献度较大。

从地价来看，11月，一二三线城市移动平
均地价继续下跌，但成交量均有所增大，其中
一线和三线城市增长明显。当月，40城移动
平均土地成交均价为5009.7元/平方米，环比
下跌1.6%；同比上涨19.5%，涨幅继续收窄。

从土地溢价率来看，11月40城土地成
交溢价率为12.3%，相比10月下降2个百分

点，已经连续五个月下降。分城市来看，11
月40城土地成交溢价率排名前五的城市分
别为荆州、武汉、重庆、西安和宁波，溢价率
分别为49%、44%、34%、24%和23%。一线城
市中，仅深圳溢价率相对较高，为16%，北京
仅为3%，上海和广州均为0%。

王若辰表示，一线城市中，仅深圳土地
溢价率相对较高，为16%，这与其调整豪宅税
后市场预期发生一定转变有关。北京溢价率
仅为3%，上海和广州均为0%，表明土地市场
整体仍然处于较严厉的调控状态下。

“综合来看，11 月土地市场地价下跌，
溢价率继续下行，市场降温趋势明显；从成
交量来看，历史上11月和12月通常都会出
现成交量放大的情况。”王若辰认为，临近
年底，土地成交量通常会增大，主要是因为
年底土地供应量增加以及房企有补库存的
需求，而非简单的土地需求量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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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2月3日
电（记者 许缘）作为美国“黑
色星期五”购物狂欢的延续，
网上零售商在12月2日迎来

“网络星期一”一波销售高
潮。根据 Adobe 公司的预估
数据，2日当天美国消费者网
购支出有望达到94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西
部时间 2 日 17 时，消费者网
购支出已经达到50亿美元，
同比增幅达到16.2%。其中，
电子类和玩具类商品成为最
畅销的商品种类。亚马逊等
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将在销量
飙升中获益最多。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大
陆极端天气以及消费者购物
习惯的改变帮助网络零售商

获益。相较于去拥挤的实体
店排队购物，消费者更愿意
在舒适的家中、通过移动设
备网购。数据显示，“黑五”
当天，美国网上销售额达到
7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
中，通过智能手机购买的销
售额达到29亿美元，同样达
到历史最高峰。但当天美国
实体店零售额则同比下降
6.2%。

“黑五”当天实体店零售
额下滑也反映了近一年来梅
西百货（Macy’s）、科尔百货
（Kohl’s）和 福 乐 客（Foot
Locker）等百货商店股价的
回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美国大型实体零售商股价跌
幅 超 过 25% 。 与 此 同 时 ，
Amazon股价则上涨约20%。

多因素支持A股重心稳步向上
40城土地成交溢价率连降五个月

“黑五”购物狂欢未完

“网络星期一”销售额或创新高
本报综合消息 12月3日，

沪指低开后探底回升，创指盘
中一度大跌超1%，午后三大指
数集体翻红，汽车板块午后强
势上涨，领涨两市，亚星客车
涨停，汽车零部件掀涨停潮，
苏奥传感等 7 股涨停，汽车电
子与新能源表现活跃，稀土板
块表现活跃，涨幅居前，太化
股份与德宏股份两股涨停，芯
片概念午后持续拉升，涨幅居
前，圣邦股份涨停，动物疫苗
大跌，领跌两市，12月2日大涨
的语音技术大跌，跌幅居前，
次新股、医疗器械服务、医药
等板块集体下跌，银行、券商、
保险等权重股表现疲软。

截至收盘：沪指涨0.31%，
报 2884.70 点；深指涨 0.55%，
报 9657.65 点；创业板指数涨
0.35%，报1675.39点。

板块方面：汽车整车、汽
车零部件、燃料电池等板块涨
幅居前，动物疫苗、青蒿素、次
新股等板块跌幅居前。

东莞证券指出，整体来
看，随着政策持续推进，年底
经济面或适度走稳，有助于稳
定市场信心，而外部环境也有
望适度明朗，年底资金节点以
及融资、减持仍对市场构成一
定压制，但北向资金持续净流
入，外资加大 A 股配置力度，
有助于资金面平稳，大盘经过
震荡反复，抛压释放较为充
分，年线仍构成中长期支撑，
预计随着风险释放，预计12月
份市场仍可能逐步走稳。核
心波动区间2850点-3000点。

两市探底回升沪指涨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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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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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日指认巴西
和阿根廷操纵汇率、损害美国农民利益，打
算恢复对这两个南美国家的钢铁和铝产品
征收高关税。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巴西
和阿根廷一直让他们的货币贬值，这对我
们的农民不利。因此，我将立即恢复这两
个国家进入美国所有钢铁和铝产品的关
税。”

特朗普没有给出细节。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暂时没有作出回应。

特朗普去年3月以进口钢铝产品危害
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进入美国市
场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 25%和 10%的关
税。美方后续豁免一些国家，包括巴西和

阿根廷。
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2日接受巴

西媒体采访时说，他不认为特朗普所作决
定是报复，希望与特朗普通电话。“我们的
经济基本上得益于商品（出口），这是我们
的（收入）来源。我希望他能理解，不要用
这种方式惩罚我们，我有信心他会听我们
说。”

阿根廷生产和劳工部长丹特·西卡说，
特朗普的决定令人“意外”，他正寻求与美
方谈判。阿根廷外交部说，阿根廷将与美
国国务院谈判。

美国去年 6 月 1 日起对欧洲联盟钢铝
产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欧盟同月对总
额28亿欧元（约合32.6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加征关税。双方贸易谈判推进艰难。
美国去年对印度钢铝产品加征关税，

今年6月取消给予印度的普惠制待遇。印
度同月开始对包括杏仁、豆类和核桃在内
的28种美国输印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本月2日同时要求美国联邦储
备委员会下调联邦基金利率、施行宽松货
币政策，防止其他一些国家以货币贬值为
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他在“推特”写道：“美
联储应该采取同样举措，这样一些国家就
不能再利用我们的强势美元。”

特朗普多次要求美联储降息，理由是
欧洲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负利率带给那
些国家竞争优势。不过，美联储不愿那样
做。 新华社特稿

美国拟恢复对南美两国钢铝产品征高关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