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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博晖创新

合康新能

萃华珠宝

力源信息

和佳股份

众兴菌业

名称
N南新

博瑞传播

金健米业

览海医疗

国发股份

华荣股份

收盘价
4.91

3.72

7.99

7.99

6.02

8.21

收盘价
65.09

4.37

6.13

5.26

7.90

9.56

涨幅（%）
10.09

10.06

10.06

10.06

10.05

10.05

涨幅（%）
86.29

10.08

10.05

10.04

10.03

10.01

名称
亚威股份

蓝英装备

天龙光电

英可瑞

万马科技

数源科技

名称
佳华科技

金自天正

汇金通

闻泰科技

东方银星

新力金融

收盘价
7.16

12.13

6.12

15.50

22.35

9.47

收盘价
95.95

11.84

13.41

108.27

19.18

9.56

跌幅（%）
-10.05

-10.01

-10.00

-9.99

-9.99

-9.98

跌幅（%）
-10.44

-10.03

-10.00

-10.00

-10.00

-9.98

名称
协鑫集成

京东方Ａ

TCL科技

搜于特

奥特佳

大北农

名称
紫金矿业

亚盛集团

通威股份

中天科技

东方集团

中国石油

收盘价
3.70

3.95

4.54

3.41

4.31

7.97

收盘价
3.77

3.41

11.52

11.18

3.70

4.79

成交额（万）
459833

262351

239486

138029

170206

285831

成交额（万）
93120

68163

225863

192661

60860

74971

名 称
*ST盐湖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青青稞酒

青海春天

西部矿业

西宁特钢

顺利办

正平股份

收 盘 价
9.16

3.43

5.14

9.26

4.72

5.67

3.11

4.18

4.48

涨跌幅（%）
0.88

0.29

-0.19

-0.54

-0.84

-1.39

-1.89

-3.24

-4.48

成交量（手）
11.81万

33252

9115

15288

29992

12.15万

58605

12.72万

15.9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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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张
辛欣）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领域都
受到影响。中国制造也经历了不少波
动。

一边是大量企业迅速转产、复工复
产的“硬核”操作，一边也有部分企业难
以达产，存在订单交付的风险。随着海
外疫情的蔓延，不少外向型制造企业感
到压力。

疫情之下，“世界工厂”还好吗？

订单情况怎样订单情况怎样？？

数码印花机智能印染，机械手有序
衔接……宁波申洲国际园区厂房内，一
件件服装“整装待发”。

申洲为耐克、阿迪达斯等众多知名
品牌做代工，是国内最大的服装加工制
造企业。疫情发生以来，凭借从纱线、
面料、辅料到制衣全供应链的“硬核”掌
控能力，申洲有序复产，目前产能已完
全恢复，宁波工厂日产服装达 80 万
件。公司董事长马建荣说，订单交付没
有问题，接单并没有缩减。

在中国制造庞大的“阵营”中，一些
企业凭借供应链的掌控力迅速达产，化
解风险。也有一些行业、企业面临着不
小的压力。

2019 年 12 月，我国制造业新订单
指数为 51.2%；2020 年 1 月为 51.4%；2
月，这一数字明显回落。一边是前期订
单的交付，一边是新增订单的把握，企
业要复工，更要满产、达产。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龙头制造
企业，受国外部分门店关闭影响，订单
出现延期风险；国内中小企业，特别是
外向型中小制造企业则更多面临来自
供应链的压力。

湖北是全球重要的汽车零部件生
产供应基地，湖北一度停工让不少整车
企业感到压力。据不完全统计，多家汽
车企业部分车型生产线受到影响。

“我们组织梳理了国内 7000 余家
全球产业链核心配套中小企业，联合相
关地方、部门重点服务，全力推进，也在
积极寻找可替代供应商。”工信部有关
负责人说。

复产复工有序有力推进，随着产业
链各个环节逐步打通，困难正逐步解
决。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除湖北外
的规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超95%，中
小企业开工率约60%。截至3月12日，
除湖北外，全国六成的制造业重点外资
企业复产率达70%以上。

“3 月以来，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经
营逐步正常，订单完成情况在好转，企
业信心在恢复。”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副
司长吴红亮说。

是否会带来产业转移是否会带来产业转移？？

有外媒报道，疫情对我国全产业链
产生影响。疫情发生后，也有声音开始
担心，企业会加速将工厂迁移到海外。

“疫情的影响主要是生产的临时受
挫或延迟，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没有受
到破坏。不能因短时个别订单转移而
简单下结论。”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政策
法规研究所所长栾群说。

不可否认，近年来，一些国际品牌、
本土制造企业等选择在东南亚建厂，这
是企业从自身考量的多元化布局，不能
简单理解为转移。

专家认为，制造业是一个体系，多
个环节纵横交错。这种体系的复杂性

决定了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供应链
需要很长时间，而一旦建立起来就具有
黏性。中国制造长期积累而成的基础
不会因短时波动受到影响。

全球每卖4件泳衣就有1件产自辽
宁兴城，河南稍岗镇生产了全世界超过
一半的钢卷尺，“皮革之乡”海宁、“国际
袜都”大唐……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有
不少看似“不起眼”的制造业小城，它们
作为供应链体系中的一个个节点，共同
撑起了中国制造。

中国是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部分，
也是很多全球供应链的中心。把一家
工厂转走也许不难，但把生态体系转走
却绝非易事。

多位大型制造企业负责人均表示，
在供应链的配套以及生产的协同和效
率上，东南亚和国内仍有较大差距。虽
然疫情会带来影响，但其他国家和地区
并不会因此而具备承接制造生态的能
力。

此外，中国也是众多商品的最大消
费国，市场的需求在，就会孕育更多生
机。

疫情带来哪些启示疫情带来哪些启示？？

一场疫情如同一次大考。经受了
压力与挑战，中国制造也在反思。

供应链的安全至关重要。随着国
际分工不断深化，全球供应链体系不
断扩展，供应链能否处于优势地位是
衡量一国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疫情发生以来，国内众多服装、
电子、汽车企业能够迅速转产口罩，
靠的是稳定而灵活的供应链。未来更
好应对风险挑战，抓住机遇，也需要
强大的供应链。

“我们牵头组建产业链协同复工复
产工作组，就是为了保障供应链的稳
定复产。”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正从
提升供应链安全、产业安全的角度，
制定相应的政策，着力保障重要原材
料、零部件和主要设备供给，推动协
同发展，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和稳定。

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疫情会
‘逼迫’一些企业提升风险意识，更加
注重练内功。”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杨元庆说，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与流程，加大企业运营的信息化与数
字化，坚定走智能制造路线是不二选
择。

近期，中央和相关部门、地方有
关恢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中，“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一词频繁出现。工
信部发布关于推动 5G 加快发展的通
知，提速 5G 网络建设，培育新型生
态。

一系列旨在发力于科技前端、筑
牢数字基础的举措，目的就是通过数
字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制造与消费、金融等各环节紧密
相关。确保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经济
社会各环节也要协同。

加大“新基建”的同时，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 23 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
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特别提出构建

“智能+”消费生态体系，促进产业和
消费双升级。

“筑牢基础、畅通循环、加强融
合，中国制造方能注入更多力量。”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
所长辛勇飞说。

新华社北京 3 月 26 日电
（记者罗逸姝）3月25日，央行开
展 50 亿元央行票据互换操作，
以提高银行永续债的市场流动
性，支持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
补充资本。实际上，2020年以来
银行永续债的发行主体有所改
变，中小银行开始成为获批永
续债的“新生力量”。业内人士
指出，永续债发行提速，有助于
中小银行提升整体信贷投放意
愿和能力，从而有效服务民营、
小微企业。

作为资本补充新渠道，永续
债备受银行业青睐。进入2020
年，银行永续债发行进入提速
期。据统计，目前已有东莞银行、
华融湘江银行、湖州银行等多家
银行获批发行累计超过1000亿
元永续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
的中小银行参与其中，除邮储银
行外，2020年永续债发行主体均
为中小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永续债的
发行也带动了银行金融债整体
规模的增长。据东方金诚统

计，今年 2 月，商业银行上月
共发行 3 只金融债，累计发行
规 模 395 亿 元 ， 环 比 增 长
34.35%。其中仅平安银行一家
所发行的永续债规模就达 300
亿元，占比高达 76%。东方金
诚预计，随着永续债审批提
速，商业银行资本补充节奏将
进一步加快。而在业内人士看
来，永续债的发行有助于银行
优化资本结构，应对当前盈利
能力下滑、内源性资本补充受
限等问题。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记者张千千 吴雨）中国人民银
行 25 日发布公告称，当日将
开展 2020 年第三期央行票据
互 换 （CBS） 操 作 ， 操 作 量
50 亿元。当日不开展逆回购
操作。

央行发布公告称，为提
高 银 行 永 续 债 的 市 场 流 动
性，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补

充资本，当日将开展 2020 年
第三期央行票据互换 （CBS）
操作。操作量为 50 亿元，期
限 3 个月，面向公开市场业务
一级交易商进行固定费率数量
招标，费率为0.1%，票面利率
2.35%，首期结算日为 2020 年
3 月 25 日，到期日为 2020 年 6
月25日 （遇节假日顺延）。

当日银行间市场除隔夜、

7 天期限利率有所上行，其他
期限利率有所下行。25日发布
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Shibor） 显示，隔夜和 7 天利
率分别为 0.847%、1.745%，较
上一个交易日上行 3.3 个和 5.2
个基点；14 天利率为 1.66%，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 0.8 个基
点；一年期利率为2.355%，较
上一个交易日下行3.7个基点。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记者 李延霞）记者 25 日从中
国银保监会获悉，为规范保险
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发展，统一
保险资管产品监管标准，银保
监会出台管理办法，对保险资
管产品的发行机制、投资范
围、风险管理等进行具体规定。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
行办法》明确，保险资管产品
定位为私募产品，面向合格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产品形式包
括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
划和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等。

投资范围方面，办法规
定，保险资管产品的投资范围
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中
央银行票据、政府机构债券、
金融债券、银行存款、大额存

单、同业存单、公司信用类债
券、证券化产品、公募基金、
其他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
和银保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
办法同时要求保险资金投资的
保险资管产品，其投资范围应
当严格遵守保险资金运用的监
管规定。

风险管理方面，办法严格
规范产品运作，在打破刚性兑
付、消除多层嵌套、去通道、
禁止资金池业务、限制期限错
配等方面与资管新规保持一
致。办法同时要求保险资管机
构按规定提取风险准备金，加
强关联交易管理，细化信息披
露安排。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保险资管产品

投资运作总体审慎稳健，但各
类保险资管产品缺少统一的制
度安排，与其他金融机构资管
业务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也存在
差异。办法的制定是在统一保
险资管产品规则的基础上，进
一步弥补监管空白，促进保险
资管产品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在办法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债
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和
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的配套细
则，提高监管政策的针对性。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末，我国保险资管产品余额
2.76 万亿元，其中债权投资计
划1.27万亿元、股权投资计划
0.12 万亿元、组合类保险资管
产品1.37万亿元。

疫情之下，“世界工厂”还好吗
中小银行补充资本提速中小银行补充资本提速

央行开展央行开展5050亿元央行票据互换操作亿元央行票据互换操作

银保监会出台保险资管产品管理暂行办法

新华社上海 3 月 26 日电
（记者桑彤）26 日，A 股市场小
幅 回 调 ， 沪 深 股 指 呈 现 倒

“V”型走势，深证成指稳守
万点大关。

当 日 ， 上 证 综 指 以
2761.90 点低开，上午逐渐走
高，触及 2788.50 点后逐渐下
行，最终收报 2764.91 点，较
前一交易日跌 16.68 点，跌幅
为0.60%。

深证成指收盘报 10155.36

点，跌85.72点，跌幅为0.84%。
创业板指数跌 0.55%，收

盘报 1927.28 点。中小板指数
跌0.90%至6595.98点。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
上涨品种近 1000 只,下跌品种
逾 2700 只。不计算 ST 个股，
两市逾50只个股涨停。

科创板方面，N南新涨幅
最大，上涨 86.29%；
佳华科技跌幅最大，
下跌10.44%。

板 块 概 念 方 面 ， ICU 概
念、病毒检测、大豆涨幅居
前，涨幅逾 4%；手势识别、
HIT 电池、指纹识别跌幅居
前，跌幅逾3%。

当日沪深 B 指也以绿盘报
收 。 上 证 B 指 跌 0.67% 至
219.08 点，深证 B 指跌 0.66%
至817.26点。

AA股小幅回调股小幅回调 深证成指稳守万点大关深证成指稳守万点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