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N合兴

容百科技

步科股份

绿的谐波

先惠技术

百利电气

名称
N南网

天晟新材

拓尔思

雄帝科技

海川智能

蓝盾股份

收盘价
9.19

62.15

39.44

157.20

71.44

4.24

收盘价
2.02

6.28

9.89

15.17

25.74

5.22

涨幅（%）
44.04

18.74

17.03

15.93

12.22

10.13

涨幅（%）
44.29

20.08

20.02

20.02

20.00

20.00

名称
澜起科技

东方时尚

中远海控

京运通

广汽集团

京华激光

名称
双一科技

数知科技

高伟达

美好置业

TCL科技

新雷能

收盘价
88.07

14.51

14.08

10.48

11.96

16.16

收盘价
49.21

3.83

10.00

2.77

9.08

30.16

跌幅（%）
-11.01

-9.99

-9.97

-9.97

-9.39

-8.49

跌幅（%）
-14.25

-11.34

-10.15

-10.06

-10.01

-8.61

名称
洛阳钼业

中国中车

工商银行

邮储银行

农业银行

中远海控

名称
京东方Ａ

TCL科技

格林美

大东南

太阳能

东方财富

收盘价
5.89

6.78

5.20

5.36

3.20

14.08

收盘价
6.52

9.08

7.92

3.52

7.10

37.04

成交额（万）
341499

356925

223990

217320

102760

419590

成交额（万）
1073432

1082731

446082

186740

236122

111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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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3.09

7.69

4.91

13.56

3.60

2.78

-

15.45

涨跌幅（%）
+0.602

+1.311

+10.014

0

-2.586

+1.983

+3.346

0

-4.394%

成交量（手）
81,520

59,408

222,530

18,025

566,517

46,994

128,195

0

25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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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张小洁
罗逸姝）最新数据印证了经济转暖态势。国
家统计局1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
我国工业生产持续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装
备制造业增长较快。从去年A股市场整体
表现看，汽车、电子、医药等复苏明显的行业
指数均大幅拉升。

值得注意的是，本周A股上市公司年报
披露大幕将启。《经济参考报》记者梳理发
现，在已发布业绩预告的 945 家公司里，业
绩预喜的超过500家，其中11个行业的上市
公司预喜比例超6成。

多行业复苏进一步趋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四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比三
季度加快 1.3 个百分点。12 月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比上月加快0.3个
百分点，环比增长 1.10%。从全年情况看，
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较快，分别
比上年增长7.1%、6.6%，增速分别比规模以
上工业快 4.3、3.8 个百分点。从产品产量
看，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微
型计算机设备同比分别增长19.1%、17.3%、
16.2%、12.7%。

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的较快增
长也十分突出。数据显示，去年高技术产业
投资增长 10.6%，快于全部投资 7.7 个百分
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分别增长11.5%和9.1%。高技术制造业中，
医药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
分别增长28.4%、22.4%；高技术服务业中，电
子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0.2%、15.2%。

从市场表现看，同花顺数据显示，2020
年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指数中 21 个实现上
涨。其中，休闲服务行业指数在一季度暴跌
20.08%后连续三个季度大幅拉升，年内总涨
幅达 99.38%，电气设备、视频饮料、国防军
工、医药生物、汽车、电子行业指数全年分别
上 涨 94.71% 、84.97% 、57.98% 、51.10% 、
45.85%、36.05%。另一方面，受“房住不炒”
主基调及“三道红线”政策压力影响，房地产
行 业 指 数 去 年 表 现 垫 底 ，全 年 跌 幅 为
10.85%，通信、建筑装饰、纺织服装行业指数
全年跌幅都超过7%。

中金公司指出，随着上证综指、沪深
300等关键指数近期纷纷创下阶段性新高，
市场整体估值已升至历史中等偏高水平。
同时，行业间的分化依然明显，军工、食品饮
料等行业的估值相比历史区间偏高的同时，
地产、银行以及上游原材料等行业的估值仍
然较低。

11行业年报预喜公司超6成
本周A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大幕即将

拉开，在此之前，多家上市公司已借助业绩
预告发布全年业绩复苏“喜讯”。《经济参考
报》记者根据同花顺数据统计，截至1月18
日，当前共有945家上市公司发布2020年全
年业绩预告，其中，业绩预喜（包括略增、扭
亏、预增三大类，下同）的共508家，占比超
过半数，约为54%。

值得注意的是，与经济数据相对应，
上市公司发布的全年业绩预告也映射出
不同行业复苏增长的强弱格局。在业绩
预喜的 508 家上市公司中，医药生物、化
工行业预喜企业数量最多，分别为 62 家
和 61 家，机械设备行业预喜上市公司达
到 59 家，电子行业为 48 家，而电气设备、
汽车和计算机行业预喜上市公司数量也
在 30 家及以上。

具体到行业内预喜公司的占比，数据显
示，机械设备、电子、电气设备、食品饮料等
多个行业预喜上市公司的占比超6成。其
中，食品饮料行业共有28家上市公司发布
业绩预告，预喜的共20家，预喜公司占比高

达71%。电气设备和家用电器行业的预喜
占比也达到了69%，除此之外，机械设备、电
子、农林牧渔、汽车等行业的预喜占比在
60%及以上。在申万一级共28个行业中，预
喜比例超过60%的行业达到11个。

从公司来看，医药生物、食品饮料、机械
设备、电子等行业多家公司业绩出现扭亏为
盈或大幅增长。1月18日，机械设备行业公
司乐惠国际发布公告称，预计公司 2020 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在9000万元
至11000万元之间，净利润同比增幅预计超
过 400%。此前 1 月 16 日，医药生物行业公
司康恩贝发布大幅扭亏为盈公告，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000 万元至

48000万元，与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34562.78万元（法定披露数据）相
比，增加74563万元至82563万元。

多家机构表示，在疫情影响减弱和经济
持续修复的背景下，投资者应注重业绩抓住
结构性机会。中金公司认为，市场已经对后
续经济复苏有较为充分的预期，而中国政策
渐变，投资者在中期维度要防止市场波动增
加，建议A股及港股继续注重结构性机会。
光大证券表示，在经济持续复苏、政策边际
收紧的背景下，企业盈利将成为投资者更为
关注的要素，考虑到1月为2020年年报业绩
预告披露期，投资者可重点关注年报业绩预
告中的投资机会。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班娟
娟） 国家统计局 18 日发布数据显示，
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2189 元 ，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2.1%。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
翻一番的目标如期实现。值得一提的
是，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
年超过 1 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发展的差距继续
缩小。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继续缩小。”国家
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

数据显示，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32189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4.7%，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比上
年名义增长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3.8%。

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有所
改善。宁吉喆介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值为2.56，比上年缩小0.08。西部
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东部。东部去年
增长4.6%，西部增长6%，东西部地区居民
收入相对差距缩小。

按收入来源分，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 17917 元，增长 4.3%，占可支
配收入的比重为55.7%；人均经营净收入

5307元，增长1.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为 16.5%；人均财产净收入 2791 元，增长
6.6%，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7%；人均
转移净收入6173元，增长8.7%，占可支配
收入的比重为19.2%。

“居民收入增长好于预期，实现了与
经济增长的基本同步。”宁吉喆介绍，居民
收入增长有几个特点：一是居民转移净收
入较快增长，带动了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二是保就业的政策促进了工资收入的回
升。三是市场主体带动了经营净收入由
降转升。

不仅如此，“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行列。”宁吉喆说。

在专家看来，从 1949 年人均 GDP 仅
几十美元，到连续两年超过 1 万美元，中
国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正向高收
入国家迈进。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唐建伟表示，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如期实现。不过，他
也指出，要认识到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仍略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

2021年更多居民增收红利将加快释
放。宁吉喆表示，下一步，要巩固城乡居
民收入增长的基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推动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此前，
宁吉喆透露，2021年，将研究制定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实施方案。

A股市场业绩预喜超500家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王舒嫄）1月

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
商品房销售面积176086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6%；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41443亿元，比上
年增长7.0%。

专家表示，房地产市场各项数据均持续复
苏，房地产投资体现出“稳中向好、增速适度”
的特点。2021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将继续趋
稳，全年增速在5%至10%之间，房地产销售面
积、金额也将继续小幅上升。

楼市逐步楼市逐步回暖
“2020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

双双刷新历史纪录。”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表示，主要原因在于信贷政策和购房政
策相对宽松，居民户中长期信贷也刷新历史
纪录。井喷的人才引进政策增加购房需求，
部分城市出现明显的打新潮，改善需求明显
增长。

克而瑞研究中心副总经理杨科伟表示，
2020年年末房企冲刺业绩，新房供求同比环比
增速皆有不同程度回升，房企集中推盘并以价
换量，助推楼市、土地市场成交显著“翘尾”。
从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来看，杨科伟
指出，2020年12月商品房销售均价继续回落，
全国市场商品房销售压力仍较大，以价换量、
加紧回款已成为房企普遍使用的销售手段和
追求的经营目标。

“预计 2021 年 1 月，考虑到基数较高和
供应回落等客观因素，全国商品房销售额
或稳中有降。从全年看，商品房销售面积
高位微降、局部分化加剧的特征将延续。
房企在资金压力下对销售回款需求迫切，
2021 年将继续加大营销力度，以价换量趋
势会延续，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将保持稳
中微涨。”他说。

张大伟表示，就目前市场趋势看，楼市活
跃度仍较高，预计2021年一季度房价将保持上
涨趋势。

贝壳研究院报告表示，目前市场预期继续
向好，局部房价上涨压力较大。2021年1月，部
分城市延续2020年年末的市场热度。贝壳研
究院数据显示，在全国18个重点城市中，2021
年以来二手房业主在调价过程中涨价次数的
占比为 28%，比 2020 年 12 月提高近 6 个百分
点。

“2021 年一季度，一线城市有可能成为房
价上涨龙头，但逐渐加码的调控政策有望平稳
市场，房价涨幅会放缓。”张大伟说。

增速连续增速连续77个个月正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 至 12 月，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1至11月提高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2.9个百分点。其中，住
宅投资104446亿元，增长7.6%，增速比1至11
月提高 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 6.3 个百分
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7个月正增长，
呈稳中向好态势。2021年开发投资增速将延
续稳定态势。”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
陈霄说。

杨科伟表示，新开工、土地购置年末双双
翘尾使2020年12月开发投资额累计同比涨幅
继续扩大，但受融资端“三条红线”影响，房地
产开发投资额单月同比增速已连续 3 个月收
窄，至2020年12月已降至10%以下。交通银行
金融研究中心预计，2021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
资将增长6%。

2020年房地产行业“成绩单”来了！

两项指标两项指标刷新纪录刷新纪录

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新华社上海 1月 19日电 （记者潘
清） 前一交易日的反弹未能延续，19日
沪深股指双双收跌，创业板指数、科创
50 指数跌幅超过 2%。两市成交有所放
大，总量重回万亿元上方。

当日上证综指以 3596.36 点微幅高
开，早盘窄幅盘整，午后一度重返3600
点整数位上方，可惜未能站稳。摸高
3603.15 点后沪指震荡下行，尾盘收报
3566.38 点，较前一交易日跌 29.84 点，
跌幅为0.83%。

深证成指收盘报 15003.99 点，跌
265.28点，跌幅为1.74%。创业板指数跌
2.05%，收报 3084.49 点。中小板指数收
报10107.31点，跌幅也达到了1.84%。

前一交易日表现强势的科创50指数
当日走势疲弱，跌 2.52%，收报 1443.92

点。
尽管股指收跌，沪深两市上涨个股

仍明显多于下跌数量。沪市主板和中小
板各有 1 只新股挂牌上市，首日涨幅均
为约44%。

行业板块同样涨多跌少。印刷板块
涨幅领先，葡萄酒、房地产、影视、零
售连锁板块涨幅靠前。黄酒板块再度出
现在跌幅榜首位。海运、元器件板块表
现较弱。

与前一交易日相比，当日沪深两市
成交略有放大，分别为4674亿元和5737
亿元，总量重回万亿元上方。

A股反弹未能延续

两市成交重回万亿元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