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华谊嘉信

三五互联

模塑科技

湘潭电化

高澜股份

惠伦晶体

名称
N洁特

芯源微

中微公司

澜起科技

安集科技

佰仁医疗

收盘价
2.72

6.99

11.17

7.56

14.04

21.95

收盘价
53.36

118.78

200.90

94.00

184.82

56.71

涨幅（%）
10.12

10.08

10.05

10.04

10.03

10.03

涨幅（%）
223.59

20.00

17.80

16.87

13.54

12.90

名称
星网锐捷

金洲慈航

当代东方

佳创视讯

海特生物

新国都

名称
特宝生物

威胜信息

宏图高科

交大昂立

银鸽投资

美都能源

收盘价
35.80

1.71

4.59

6.75

32.05

18.37

收盘价
43.15

35.60

2.39

4.65

2.24

1.71

跌幅（%）
-10.0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跌幅（%）
-12.65

-11.66

-10.15

-10.06

-10.04

-10.00

名称
京东方Ａ

TCL 集团

捷成股份

利欧股份

海王生物

华天科技

名称
京沪高铁

鲁抗医药

江南高纤

中信证券

紫金矿业

南京证券

收盘价
4.92

5.13

5.74

3.25

4.38

9.53

收盘价
7.32

10.35

2.62

25.20

4.43

12.72

成交额（万）
433070

174794

169132

92993

115856

232730

成交额（万）
370176

288854

75384

507080

84173

23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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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6.73

10.46

4.60

8.59

3.62

5.70

3.50

5.51

涨跌幅（%）
-1.86

+3.54

-1.32

-0.65

-2.83

-6.22

-0.35

-0.57

-2.30

成交量（手）
146511

479090

19668

40216

162965

145666

11584

44176

48265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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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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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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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李延霞
刘慧）新年伊始，相信不少人已经做好了新的
投资理财计划。个人“小目标”的实现，离不
开国家相关政策的“大环境 ”。目前，“一行
两会”均已公布 2020 年的工作重点，快来看
看哪些关系到你我的“钱袋子”。

银行理财将迎来稳妥转型银行理财将迎来稳妥转型

作为我国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
分，银行理财产品一直备受普通投资者青
睐。不过，近两年来，受资金价格下行、转型
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
率整体走低。

引导银行理财稳妥转型——银保监会
2020年工作会议提出。不要小看这短短一行
字，蕴含的内容可不少。

按照监管规定，2020年底将是资管新规
过渡期的截止时间。届时，银行理财产品也
要完成转型，最重要的变化是打破刚性兑付，
从预期收益型转向净值型，银行理财产品将
告别“稳赚不赔”的时代。

作为银行理财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银
行理财子公司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相比传统
银行理财部门，银行理财子公司拥有独立的
法人地位，政策上也有更多空间，比如投资门
槛降至1元、首次投资无需面签、可以直接投
资股市等。

目前已有十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获批开
业。从理财子公司推出的产品看，以固定收
益类、混合类产品为主，毕竟银行理财的投资
者大部分属于低风险偏好。

专家认为，预计2020年将有更多的银行
理财子公司开业并发售新产品。随着过渡期
的结束和银行理财子公司投研能力的增强，投
资者可以期待更多元化、适应不同风险等级投
资需求的产品出现，拥有更丰富的投资选择。

中长期资金入市有望迎来更好环境中长期资金入市有望迎来更好环境

当前，我国居民财富管理的需求与日俱
增，资产配置的“篮子”中，权益类资产应该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作为重要的投资市场，A
股的市场环境将会有哪些变化？证监会工作
会透露了不少新信号。

“持续推动提升权益类基金占比，多方拓
展中长期资金来源，促进投资端和融资端平衡
发展。”这句话背后的信息量可不少。进入A
股市场的资金偏短，是市场行情波动较大的重
要原因之一，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市场呼声
近年来不绝于耳。2020年有什么不一样？

专家表示，随着资本市场一系列改革措施
落地，加上新证券法的施行，融资端的上市公
司等主体“强身健体”可期，将逐步为中长期资
金入市创造更好环境。投资端来看，提升权益
类基金占比将促进公募基金服务中小投资者
的专业能力，引导投资者把短期炒作变为长期
投资。投资端和融资端是A股市场的一体两
面，只有两者平衡发展，市场才能形成良性循
环，也才能真正给投资者带来财富效应。

小微企业贷款小微企业贷款““量增价降量增价降””可期待可期待

在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企业尤其是
小微企业的日子过得不容易。这时，资金的
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9年末，我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11.6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5%。不少小企
业主已经感受到真金白银的支持。2020年，
金融部门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将进一步发力。
2020年1月1日，央行宣布降准0.5个百分点，
释放长期资金8000多亿元，并明确提出运用

降准资金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银保监会提出新的信贷投放目标——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要再降0.5
个百分点，贷款增速要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
速，5 家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
高于20%。

“2020年，将重点围绕制造业和科创型等
领域小微企业，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信贷投放
计划较 2019 年再翻一番。”农行普惠金融事
业部副总经理黄建勤表示。

此外，央行和银保监会的工作会均把中
小银行的改革作为 2020 年的改革重点。相
信随着中小银行逐步回归本源，也将进一步

发挥支持小微企业生力军的作用。
小微金融服务的制度建设也将得以完

善。央行提出，健全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激励
机制，落实授信尽职免责制度，营造敢贷愿贷
能贷的政策环境。银保监会表示，抓紧出台
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

投资者权益保护将更给力投资者权益保护将更给力

由于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专业性，在金融
机构面前，金融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合
法权益受侵害时面临“声音小”、维权渠道不
畅等困难。

“用好用足相关法律规定，显著提升违法违

规成本。”“推动建立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完善
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证监会工作会明确表示
加大投资者保护是落实新证券法的重点之一。

专家表示，这意味从我国国情出发的投
资者集体诉讼制度将于今年开始试水，投资
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依法为广大
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

在银行保险领域，银保监会表示，将深入
推进网络借贷专项整治，加大互联网保险规
范力度。与此同时，《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
处理管理办法》等制度已经出台。可以期待，
2020年，监管利剑将更好地帮助消费者守好

“钱袋子”。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王
希）中国黄金协会21日发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2019年国内原料黄金产量为
380.23吨，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

统计显示，与上一年度相比，2019年
国内黄金产量减少20.89吨，同比下降
5.21%。中国黄金协会表示，受自然保护
区内矿业权清退、氰渣作为危险废物管理、
矿山资源枯竭等因素的影响，河南、福建、
新疆等重点产金省份矿产金产量下降。

尽管产量有所下滑，但近年来我

国黄金行业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正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
变，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重点黄金
企业（集团）矿产金产量占全国的比重
提高了2.45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2019 年我国进口原料
产金 120.19 吨，同比增长 6.57%。对
此，中国黄金协会表示，国内黄金矿山
大幅减产，致使国内黄金冶炼原料供
应趋紧，进口黄金冶炼原料有所上升，
并已成为我国黄金生产的重要补充。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20日电
（记者聂晓阳 陈俊侠）在世界经济论
坛2020年年会召开前夕，普华永道会
计师事务所 20 日发布的一项针对全
球企业首席执行官（CEO）的调查显
示，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
CEO对未来一年公司增长信心最强。

普华永道的这项调查针对全球
8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近 1600 名
CEO。

调查显示，中国CEO中有45%对

2020年公司增长前景“充满信心”。在
美国、加拿大和德国，这一比例分别为
36%、27%和 20%。日本 CEO 最不乐
观，这一比例仅为11%。

全球范围看，CEO们对2020年公
司前景和全球经济前景均不乐观。只
有 27%的受访者对公司收入增长“充
满信心”，是 2009 年以来的最低水
平。同时，有 53%的受访者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019年和
2018年这一比例分别为29%和5%。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陈
炜伟 王雨萧）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21
日说，2019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41.2万亿元，同比增长8%，消费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57.8%，拉动 GDP
增长3.5个百分点，连续6年成为经济
增长第一拉动力。

钱克明在国新办当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2019 年，居民人均
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 45.9%，比上年
提高 1.7 个百分点。乡村消费增长

9%，高于城镇1.1个百分点。此外，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增长19.5%，品质化、
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增多。

此外，在春节市场供应保障方
面，钱克明介绍，去年 12 月中旬以
来，已投放中央储备冻猪肉 17.7 万
吨，地方投放储备猪肉 12 万多吨，
向少数民族集聚地区定向投放中央
储备冻牛肉和冻羊肉 2000 吨。此
外，加强了货源组织和产销衔接，提
升节日市场保供给能力。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陈炜伟 王雨萧）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21日说，2019年，我国全年实
际利用外资9415亿元、同比增长5.8%，新设外资企
业超过4万家，保持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

钱克明在国新办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2019年，外资大项目加快落地，1亿美元以上外资项目
数量达834个，同比增长15.8%。外资结构持续优化，
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增长25.6%，占比升至28.3%。部
分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较快增长，新加坡、荷兰、韩国
对华投资分别增长51.1%、43.1%、21.7%。自贸试验区
引资作用增强，新设6个自贸试验区和增设上海自贸
区临港新片区，18个自贸区落地外资企业6242家、利
用外资1436亿元，占全国比重均超过15%。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介绍，2019年，在全球
经济增长放缓、跨国投资低迷的条件下，我国吸收外
资实现逆势增长。按美元计，达到1381.4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2.4%。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稳居发展中国
家首位、全球第二位。

此外，在对外投资方面，钱克明介绍，2019年全
年 非 金 融 类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1106 亿 美 元 ，下 降
8.2%。投资结构更加均衡，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

我国稳居全球第
二大外资流入国

2020年这些金融政策值得关注

2019年我国黄金产量380.23吨

继续位居全球第一

调查显示中国CEO

对2020年公司增长信心最强

消费连续6年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新华社上海1月22日电（记者桑彤）22日，A
股市场虽低开但各指数全面收红。深市表现明显
好于沪市，三大股指涨幅均逾1%，创业板指数盘
中突破2000点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以3038.49点低开，全天震荡
走高，最终收报 3060.75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8.61
点，涨幅为0.28%。深证成指收报11072.06点，涨
118.65点，涨幅为1.08%。创业板指数涨1.37%至
1993.90点；中小板指数涨1.92%至7281.65点。沪
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上涨品种逾1700只，下跌品
种约1900只。不计算ST个股，两市近60只个股
涨停。

科创板方面，当日 N 洁特涨幅最大，上涨
223.59%；特宝生物跌幅最大，下跌12.65%。板块
概念方面，指纹识别、光刻胶、光学涨幅居前，涨幅
在5%以上；超级真菌、病毒检测、中药跌幅居前，
跌幅在3%以上。

当日，沪深B指小幅收涨。上证B指涨0.09%
至 257.52 点 ，深
证 B 指 涨 0.98%
至993.88点。

A股收红

深市表现明显好于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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