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寒武纪

艾力斯

大地熊

粤泰股份

中铝国际

西部资源

名称
名家汇

科恒股份

汇金科技

温州宏丰

凯普生物

美畅股份

收盘价
170.00

28.02

46.01

2.06

3.70

3.49

收盘价
5.63

13.01

17.54

6.50

42.68

56.36

涨幅（%）
17.73

11.99

11.95

10.16

10.12

10.09

涨幅（%）
20.04

20.02

19.97

19.93

15.23

14.55

名称
退市金钰

祥和实业

东方时尚

云南城投

康普顿

中房股份

名称
C华骐

美好置业

爱迪尔

南国置业

凯龙高科

安靠智电

收盘价
0.77

14.54

13.84

2.58

10.63

3.83

收盘价
40.20

2.24

5.15

2.82

36.20

48.88

跌幅（%）
-10.47

-10.02

-10.01

-8.83

-7.57

-7.04

跌幅（%）
-15.53

-10.04

-9.49

-9.03

-8.33

-8.07

名称
包钢股份

洛阳钼业

ST永泰

中国中车

邮储银行

南山铝业

名称
京东方Ａ

TCL科技

格林美

大东南

美好置业

东方财富

收盘价
1.24

6.31

1.47

6.94

5.59

3.66

收盘价
6.98

9.80

8.60

3.68

2.24

39.68

成交额（万）
189007

323850

66024

263098

208728

131718

成交额（万）
1066351

935629

507663

204616

103205

151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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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3.10

7.53

5.08

14.20

3.56

2.77

-

17.25

涨跌幅（%）
+1.16

-4.32

+3.58

+3.46

+2.31

0

+0.73

0

+10.01

成交量（手）
127759

57267

550698

33709

603197

32598

125702

0

329193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深沪大势分析

财经证券
2021年1月22日 星期五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伟明 版面 / 煊云 校对/ 心雅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23A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罗逸姝）
新增投资者账户数量同比增长100%，两市
成交额10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开年以来公
募发行份额已超千亿……多项指标显示，投
资者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青睐程度明显增
强。在业内人士看来，宏观经济稳健复苏、
上市公司业绩加速回暖、资本市场深化改革
持续推进，多重原因共同催生了这一局面
的诞生。不过，专家同样提示，市场“高热”
之下，投资者仍需警惕风险。

投资者“入市”热情高涨
截至 1 月 20 日收盘，三大指数再次收

涨，其中上证指数涨 0.47%，深证成指涨
1.46%，创业板指大涨3.90%。自去年年底至
今，市场总体延续了高景气度表现，同花顺数
据显示，年初至今，上证指数上涨3.16%，深证
成指上涨5.20%，创业板指上涨8.05%。

市场表现驱动下，投资者“跑步入市”
的节奏进一步加快。中国结算最新公布的
数据显示，2020年12月新增投资者账户数
量为162.18万，同比增长100.39%。期末投
资者数量 17777.49 万，同比增长 11.28%。
据统计，自2020年3月份起，两市已经连续
10个月新增投资者数量超百万。

与此同时，随着政策利好的不断释放，
两融账户开立数量也持续增加。中国结算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共有558.07万个
两融账户投资者，较2019年末增加了约50
万个。而据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
12 月 31 日，沪深两融余额 1.62 万亿元，其
中融资余额1.48万亿元，环比增加约240亿
元；融券余额1370亿元，环比增加约200亿
元。沪深两融余额2020年增幅达6成。

另一方面，更多资金也正“借道”公募加
速入市。1月18日，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基
金认购总规模达到2398.58亿元，打破了去
年由鹏华基金创下的1357亿元认购纪录。
以认购起始日为标准统计，开年至今仅20
天，已有33只基金现身市场，新发份额合计
超过2000亿份，平均每天都有1至2只基金
开启募集，千亿资金认购的热销局面屡现。

此外，今年以来市场交投也持续保持
活跃，开年至今两市成交额共有10个交易
日突破万亿。粤开证券指出，市场成交量
维持高位，加之北上资金持续流入，表明在
股市赚钱效应增强的背景下，市场吸引力
也逐步提升。

三大原因催生市场“资金热”
宏观经济复苏的大背景奠定了上市公

司全年业绩回暖的基础，与此同时，资本市
场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在加速推进，制度层
面进一步完善，多重原因共同催生了资金

“热情入市”的局面。不过，业内人士也提
醒，当前A股市场走势尚存不确定性，建议
投资者注重短期过热板块的风险。

此前发布的经济数据也彰显出复苏
“暖意”。1月18日，2020年中国经济年报
正式出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6万亿元
人民币，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亿；全年经
济增长2.3%，预计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
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多家上市公司2020年业绩预报也“报
喜”频现。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20
日，A股市场共1032家上市公司发布2020
年全年业绩预报，其中预喜（包括预增、扭
亏、略增三大类）的有 583 家，占比超过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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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我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路
线图正在逐步绘成。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
满日前在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年座谈会上
表示，要聚焦“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
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等核心任务，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
重要抓手，加强基础制度建设；进一步畅通

多元化退出渠道，强化优胜劣汰；统筹推进
发行承销、交易、持续监管、投资者保护等领
域关键制度创新，扎实推进制度型开放等。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制度持续完善，市场定
价功能有望进一步凸显。

不过，在市场热度日益高涨之下，投资
者仍需关注风险。山西证券表示，当前每日

的高成交量或带来较大波动率，而A股市场
机构抱团板块的估值已经较高，相关题材短
期很难维持快速上涨走势，建议投资者对相
关标的拉长投资周期。业内人士指出，目前
A股的后续走势尚不明确，国内外市场不确
定性因素也尚存。如果投资者仅抱着短期
快速获取收益的目的，可能会面临风险。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王文博）1月20
日，商务部发布2020年我国吸收外资成绩单。数
据显示，2020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9999.8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6.2%，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并实现
了引资总量、增长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商务
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表示，2020年，我国圆满完成
稳外资工作目标，成为跨国投资的“稳定器”和“避
风港”，为稳住经济基本盘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引资结构来看，呈现进一步优化。服务业
实际使用外资7767.7亿元人民币，增长13.9%，占
比77.7%。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增长11.4%，高技
术服务业增长28.5%，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
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分别增长
78.8%、52.7%、15.1%和11.6%。

从投资来源来看，主要来源地保持稳定。对
华投资前15位国家和地区，投资增长6.4%，占比
98%，其中荷兰、英国分别增长47.6%、30.7%。东盟
对华投资增长0.7%。

分析指出，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也属必然。商
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庞超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的一年，受疫情影响，全球跨
境投资大幅下滑，我国率先实现复产复工，出台一
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在
最短时间得到恢复，促进了消费回补和市场回暖。

“在此背景下，我们吸收外资逆势上扬，表明
外国投资者持续在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同时，
外资流入呈现结构优化态势，更多投资流向服务
领域和高技术环节，顺应了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也将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积
极力量。”庞超然说。

“外资企业以占全国企业总数2%的比重，贡献
了全国 1/10 的城镇就业、1/6 的税收、2/5 的进出
口，在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我国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
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后也必将成为我国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生力军’。”宗长青说。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李静）
此前刚收到深交所关注函的孚日股份又
爆出“麻烦事”。孚日股份 1 月 19 日晚间
发布公告称，公司自查发现存在控股股东
华荣实业及其控制的公司被动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公司被动非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余额为 10.998 亿元。公司表
示，若控股股东不能按期偿还，公司股票
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1月20日，孚
日股份跌停，收报3.95元。

无独有偶，1月18日晚间，去年年底曾
爆出巨额商誉减值的数知科技公告称，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通过保理款、业务款
等方式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如果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控人未能在2021年1月25日
前解决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问题，公司
股票将于当日开市起停牌一天，1月26日
开市起复牌，复牌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记者梳理公告发现，近期已有多家上
市公司爆出公司实控人或控股股东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1月14日，中飞
股份公告称，因实控人关联企业累计占用
公司8.31亿元，且未及时披露，黑龙江证监
局拟对公司采取出具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
措施；1月5日，ST金花公告称，因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并导致公司
定期报告存在会计差错等系列问题，公司
收到上交所纪律处分、监管关注决定；2020
年12月31日，证监会披露，豫金刚石涉嫌
重大财务造假，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19
年累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23亿余元。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陈雳表示，长期以来，大股东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往往在年底多发，因为年底各项
结算及回款比较吃紧，现金流压力比较
大，一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会违规挪用资
金。他认为，对于这种情况要加以区分，
如果是恶意违规侵占，一定要从强监管的
角度重点加以处罚。

武汉科技大学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
则表示，大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占用，实际上是对于
中小股东权益的侵犯，也反映了上市公司
的法人治理和公司内部风控机制的缺失。

事实上，对于大股东违规占用资金，
监管部门一直是采取强监管的态度。去
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严肃处置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相关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占上
市公司利益。对已形成的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问题，要限期予以清偿或化解；对限
期未整改或新发生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问题，要严厉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同时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
重财务造假、资金占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行政、刑事法律责任。证监会副主席阎庆
民去年也曾公开表态，持续强化上市公司
监管，特别是对于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风
险苗头或者已构成违规事实等行为，必须
予以严厉打击，做到“打早、打小、打疼”。

董登新强调，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首先要提高上市公司的法制意识和诚信
意识，大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明显与此相
悖。对此不仅要加大内部的风控自律，还
要加大外部约束和监管，双管齐下方能产
生威慑效果。

业绩回暖多路资金争相入市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吴雨）
为进一步规范我国支付服务市场，防范支
付风险，中国人民银行20日发布《非银行
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分类
监管要求，加强备付金管理，并强化了支
付领域反垄断监管措施。

近年来，我国支付服务市场快速发展，
创新层出不穷，风险复杂多变。为此，中国
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非银行
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稿）》。为有效防止
监管套利和监管空白，征求意见稿将支付业
务重新划分为储值账户运营业务和支付交
易处理业务两类，分类确定监管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征求意见稿强化了支
付领域反垄断监管措施，明确界定相关市
场范围以及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维护
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根据征求意见稿，一个非银行支付机
构在非银行支付服务市场的市场份额达

到三分之一，或两个机构合计达到二分之
一，或三个机构合计达到五分之三，人民
银行可以商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
采取约谈等措施进行预警。

另外，一个非银行支付机构在全国电
子支付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或
两个机构合计达到三分之二，或三个机构
合计达到四分之三，人民银行可以商请国
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审查非银行支付机
构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征求意见稿提出，非银行支付机构未遵
循安全、高效、诚信和公平竞争原则，严重影
响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的，人民银行可以
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建议采取停止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停止实施集中、按照
支付业务类型拆分非银行支付机构等措施。

此外，征求意见稿要求支付机构将备
付金存放在人民银行或符合要求的商业
银行，并明确与之配套的审慎监管措施，
充分保障用户权益。

多公司又现大股东占用资金占用资金 强监管持续高压强监管持续高压

我国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要来了！

反垄反垄断监管将强化断监管将强化

2020年我国利用外资近万亿元

创历史新高

新华社上海1月21日电（记者潘清）延续前
一交易日反弹势头，21日A股主要股指继续走高，
上证综指重返3600点上方，深市三大股指涨幅均
接近或超过2%。两市成交放大，总量再度突破万
亿元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以3590.92点小幅高开，全天都在
红盘区域运行。早盘下探3585.80点后沪指稳步走高
并收复3600点整数位，摸高3636.24点后以3621.26
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38.17点，涨幅为1.07%。

深证成指收盘报15520.60点，涨297.24点，涨
幅达到 1.95%。创业板指数表现相对较强，涨
2.46% ，收 盘 报 3283.72 点 。 中 小 板 指 数 收 报
10392.38点，涨幅达到1.90%。

前一交易日表现较好的科创50指数当日仅
实现0.06%的微弱涨幅，收盘报1482.28点。

沪深两市个股上涨数量居多。创业板和沪市
主板共有3只新股上市，其中N通用首日涨幅高
达近276%，N屹通首日涨幅也接近180%。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涨。化纤、白酒、有
色金属板块领涨，互联网、贵金属、黄酒板块涨幅靠
前。告跌板块中，珠宝零售、旅游板块表现相对较
弱。

股指上行的同时，沪深两市成交放大，分别为
4699 亿元和 6158 亿元，总量再度突破万亿元大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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