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N建霖

N力鼎

芯朋微

节能风电

乐凯胶片

君正集团

名称
亚太药业

中水渔业

常铝股份

翰宇药业

东莞控股

博晖创新

收盘价
22.36

13.36

153.72

2.81

7.87

6.79

收盘价
5.45

7.43

5.14

8.75

8.54

9.09

涨幅（%）
43.98

43.97

20.00

10.20

10.07

10.05

涨幅（%）
10.10

10.07

10.06

10.06

10.05

10.05

名称
电魂网络

退市银鸽

上海物贸

广汇汽车

至纯科技

数据港

名称
宝通科技

亚光科技

光韵达

紫天科技

南京公用

天海防务

收盘价
54.56

0.20

12.19

3.88

43.43

91.39

收盘价
26.35

18.80

12.42

49.92

7.70

4.33

跌幅（%）
-10.00

-9.09

-8.89

-6.95

-6.58

-6.29

跌幅（%）
-10.01

-9.92

-8.27

-8.25

-7.89

-7.48

名称
财通证券

君正集团

太平洋

豫光金铅

紫金矿业

新潮能源

名称
爱康科技

京东方Ａ

通裕重工

利欧股份

第一创业

协鑫集成

收盘价
15.22

6.79

4.14

6.61

5.65

1.86

收盘价
2.78

4.59

2.82

3.59

10.70

3.09

成交额（万）
890151

337036

140053

215957

168131

51096

成交额（万）
276013

273047

164267

169325

436991

116249

名 称
西宁特钢

*ST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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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2.60

5.22

6.33

7.95

5.06

4.39

-

10.60

涨跌幅（%）
-1.170

-0.383

+0.192

-1.555

-1.242

-2.128

-1.570

0.000

-0.749

成交量（手）
70074

5677

76703

24224

439254

52203

416422

0

3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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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
向家莹)近期国际黄金、白银、钯
金、铂金价格纷纷创下新高，带动
相关资产价格大涨。然后在连续
大涨后，多家银行日前却陆续宣布
暂停账户铂金、钯金等开仓交易。
分析人士认为，银行此举或是出于
担忧贵金属价格波动带来的潜在
风险。

近两日，有农业银行的客户收

到短信称，将于北京时间2020年8
月10日上午8点起停止账户铂金、
钯金品种的开仓交易服务，持仓客
户的平仓交易不受影响。工商银
行 27 日也表示，自北京时间 2020
年7月31日0：00起，该行暂停账户
铂金、账户钯金、账户贵金属指数
全部产品的开仓交易。此前，包括
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和交通银行等
也发布了类似通知。

业内人士表示，“原油宝”事件
之后，国内各银行对大宗商品及贵
金属市场波动的反应更趋谨慎。
中大期货贵金属分析师赵晓君认
为，由于近期黄金、白银价格大幅
飙涨，市场波动性大幅提高，银行
通过暂停开仓来控制潜在的风险，
类似于期货交易所追加保证金，而
由于银行交易都是全额，因此通过
限仓来进行风控。

多银行“刹车”贵金属开仓交易
新华社上海7月30日电（记

者 邱德坤） 面对阿里加持、业绩
预喜等利好消息，持股仅6个月的
爱施德“优质股东”却耐不住性
子，接连掐点减持。

7 月 29 日，爱施德发布公告
称，股东戴诚于7月27日减持公司
股份 0.56%。此时距离其受让相
应股份仅过去6个月。无独有偶，
另一股东向时煜在3月宣布减持，
从受让到减持的时间间隔也是 6
个月左右。更巧的是，两人所持
爱施德股份，均来自爱施德控股
股东神州通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
（以下统称“神州通投资”）。

在接手爱施德股份时，戴诚、
向时煜均在公告中被称为“优质
股东”，均表示看好公司发展，既

然如此，为何在受让股份约6个月
后，不约而同减持？掐点减持背
后，神州通投资与戴诚、向时煜有
何约定？近日，神州通投资又引
入自然人股东周玲作为“优质股
东”，后续情况有待观察。

“优质股东”竟掐点减持

7 月 29 日，爱施德发布公告
称，戴诚在7月27日减持爱施德股
份0.56%，减持均价7.97元/股，减
持总价为 5579 万元。戴诚在《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表示，基于
个人资金需求，进行本次减持。

可就在6个月之前，戴诚作为
“优质股东”被引入爱施德。1 月
20日，神州通投资将5.04%的爱施
德股份转让给戴诚，转让价格为
7.42 元/股 ，转 让 总 价 约 4.64 亿
元。彼时，戴诚表示，看好爱施德
的主业，并对公司战略升级的发
展前景和企业价值充满信心。

难道爱施德让戴诚失望了？
情况好像并非如此。4月27日，爱
施德宣布拟引入阿里作为战略投
资者，双方成立合作公司爱巴巴。
7月14日，爱施德宣布，预计上半年
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2.9 亿元至 3.2
亿元，同比上涨68.73%至86.19%。

爱施德表示，上半年预计业
绩大增，主要是因为公司与阿里
巴巴战略合作，逐步构建了数字
经济时代下3C数码领域的新零售
基础设施平台，新零售能力显著
增强；公司收入规模不断扩大，运
营效率、组织效率和资金效率持
续提升。

在爱施德发展符合预期的情
况下，“优质股东”戴诚为何在持
股约 6 个月后，就因“个人资金需
求”减持成5%以下的股东？

戴诚并非第一个这么做的
“优质股东”。2019年9月底，神州
通投资与向时煜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前者拟协议转让 5.08%的
股份给向时煜，转让价格5.22元/
股，转让总价约3.29亿元。今年3
月 31 日，向时煜通过大宗交易减
持其所持爱施德2%的股份，减持
均价 5.53 元/股，减持后还持有
3.08%的公司股份。向时煜受让与

减持爱施德股份，时间间隔也在6
个月左右。回查爱施德的相关公
告可见，向时煜受让与减持爱施
德股份的理由，与戴诚基本一致。

这不禁让人疑惑，2 名“优质
股东”为何均在受让爱施德股份
的半年后掐点减持？既然是“优
质股东”，戴诚与向时煜的实力应
该不俗，为何会在短期出现“个人
资金需求”？

爱施德董秘吴海南向记者表
示，其先后与向时煜、戴诚交流，
均被告知是股东个人资金与资产
配置需要。

再引个人股东后续会怎样？

从上述案例来看，神州通投资
似乎偏爱引入自然人股东。近日，

其又为公司引入了新的“优质股
东”——周玲。7月22日，神州通
投资与自然人周玲签署了《股份转
让协议》，拟将5.12%的股份协议转
让给周玲。本次转让价格为 8.08
元/股，转让总价为5.13亿元。

爱施德称，上述股权转让主
要是满足公司大股东自身的资金
需求，同时引入“优质股东”，优化
公司的股权分布和治理结构，促
进公司健康良性发展。周玲受让
爱施德股份，基于对爱施德主业
的看好，并对公司战略升级的发
展前景和企业价值充满信心。

至此，神州通投资先后转让
股权给向时煜、戴诚、周玲，以此
减持了15.24%的股份。吴海南表
示，关于周玲是否也会如向时煜、
戴诚在6个月后掐点减持，他们尚
未与周玲沟通，也不太合适与其
交流该事项。

对比可见，周玲等3名自然人
受让的爱施德股份比例均在5%左
右，他们只要减持一小部分股份
即可成为爱施德持股5%以下的股
东。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按照减
持新规要求，受让方受让特定股
股东的股份，需锁定6个月方能再
次转让，所以才出现了前两名股东
在6个月届满时减持到5%以内的
行为。假如周玲也在6个月后减持
部分股份，将其所持爱施德的股份
比例降至5%以下，按照监管要求，
周玲后续减持将无需公告。

相比戴诚和向时煜，爱施德
披露的有关周玲的信息未提及周
玲住所与通讯地址。6月初，记者
走访向时煜、戴诚的住所和通讯
地址发现，两人的住所和通讯地
址均查无此人，地址所在大楼也
未有爱施德公告中提及的门牌
号。

为何在第三次转让股权时，
爱施德不再披露周玲的住所和通
讯地址？6个月后，周玲是否也将
以“个人资金需求”为由减持，从
而成为爱施德持股 5%以下的股
东？面对2名股东掐点减持，神州
通投资如何解释“优质”二字？今
后是否会再引入“优质股东”？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
班娟娟）市场监管总局7月29日消
息，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市场监
管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
动 监 管 的 指 导 意 见（征 求 意 见
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
求意见稿明确，要厘清有关主体法
律责任，严格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
为，依法查处网络直播营销违法行
为。其中，网络直播营销中“刷单
炒信”、网络主播欺骗和误导消费
者、售卖假冒伪劣产品、发布虚假
违法广告、价格欺诈等问题都将被

查处。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当前，网

络直播营销迅猛发展，为激活消
费市场、助力经济增长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也存在网络平台责任
落实不到位、商品经营者售卖假
冒伪劣商品、网络主播虚假宣传
等问题。

根据征求意见稿，将依法查处
电子商务违法行为、侵犯消费者合
法权益违法行为、不正当竞争违法
行为、产品质量违法行为、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广告违法行为、价格

违法行为等7类网络直播营销违法
行为。

其中，依法查处电子商务违法
行为中，将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

“刷单炒信”、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
等问题，根据《电子商务法》，重点
查处虚构交易、擅自删除或编造用
户评价、对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
未尽到资质资格审核义务、对消费
者未尽到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义
务等违法行为。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
倪铭娅）7 月 29 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扩大开放稳
外贸稳外资，决定深化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

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外贸
增长压力依然较大，稳外贸政策
有必要加码。专家预计，出口信
用保险覆盖面会进一步扩大，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名单有望进一步
扩围。

进口可能会改善
“从近期商务部调研情况看，

外贸企业面临的订单不足、物流
不畅等困难仍十分突出。”商务部
外贸司负责人日前表示。

下半年进口可能会改善。国
金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边泉水认
为，进口改善概率较大。一方面，
海外经济体正在逐步复工复产，
供给端压制逐渐弱化。另一方
面，从国内需求看，疫情对我国需
求影响最大的阶段已过去。随着
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复工率逐渐

回升，国内生产和消费将逐步回
升，尤其是在稳增长政策支持下，
基建、消费行业可能回升力度较
大，从而对进口形成支撑。

政策逐渐加码
面对外贸压力，相关部门和

地方正加码稳外贸政策。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

示，在稳外贸方面，将陆续出台相
关政策，主要在完善出口退税、完
善融资支持、加强人员往来保障、
加快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等方面发力。

各地也在积极行动，包括调
研企业具体情况、推出“加强版”
稳外贸方案等。近日，山东、浙
江、四川、上海、深圳等地陆续出
台政策，支持外贸外资企业发展。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
青认为，外需会面临较大幅度萎
缩，加之替代效应及防疫物资出
口势头趋缓等因素影响，下半年
政策对冲力度有进一步加大的可
能。

新举措酝酿推出
从多部门近日表态看，新一

轮稳外贸举措有望近期推出。
“新一轮稳外贸政策措施重

点仍是为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商
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
长白明表示，在出口退税方面，预
计对中小企业出口信用保险覆盖
面会加大。

从上半年数据看，出口信用保
险成为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的
重要抓手。中国信保发布数据显
示，上半年，中国信保短期出口信
用保险实现承保金额 2668.8 亿美
元，同比增长5.2%；支持国内贸易
1764.7亿元，同比增长20.1%。

“出口信用保险能帮助企业
在危机中发现转机，也能帮助企
业赢得先机。”中国信保董事长宋
曙光表示，下一步，中国信保将更
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重要作用，
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有效落实“六
保”任务。

网络直播营销监管新规将出网络直播营销监管新规将出
““刷单炒信刷单炒信””将被查处将被查处

新一轮稳外贸举措有望近期推出新一轮稳外贸举措有望近期推出

“优质股东”竟掐点减持
爱施德利好爱施德利好频出为谁忙频出为谁忙？？

新华社上海7月30日电（记者桑彤）30日A股
市场小幅回调，成交额继续放大。

当日，上证综指以3299.57点开盘，全天窄幅震
荡，最终收报3286.82点，较前一交易日跌7.73点，
跌幅为0.23%。

深证成指收报13466.85点，跌90.59点，跌幅为
0.67%。

创业板指数跌0.86%，收盘报2743.63点；中小
板指数收报8945.45点，跌幅为0.73%。科创50指
数录得0.28%的跌幅，收盘报1472.79点。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不计算ST个股，两
市约100只个股涨停。

概念板块方面，水产养殖、HIT电池、西部开发
涨幅居前，涨幅逾 4%；数字货币、横琴新区、RCS
概念跌幅居前，跌幅逾2%。

沪深两市成交额再度放大，分别成交4770亿
元和6168亿元，总额接近1.1万亿元。

30日A股市场小幅回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