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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极米科技

西水股份

太原重工

苏美达

交运股份

韩建河山

名称
恒而达

南极光

国立科技

四方达

建科院

ST金刚

收盘价
610.00

3.91

2.61

6.12

4.81

6.78

收盘价
74.88

51.30

8.88

6.48

18.02

3.43

涨幅（%）
15.53

10.14

10.13

10.07

10.07

10.06

涨幅（%）
20.00

20.00

20.00

20.00

19.97

19.93

名称
新钢股份

新宏泰

山东玻纤

华友钴业

浙江鼎力

金瑞矿业

名称
C德固特

冠中生态

朗姿股份

优彩资源

赣能股份

晋控电力

收盘价
5.01

33.35

10.43

73.23

93.03

7.58

收盘价
62.80

45.43

30.60

13.53

5.77

3.48

跌幅（%）
-10.05

-10.01

-10.01

-10.00

-10.00

-9.98

跌幅（%）
-13.97

-12.65

-10.00

-9.98

-9.84

-9.61

名称
包钢股份

和邦生物

紫金矿业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洛阳钼业

名称
京东方Ａ

TCL科技

格林美

铜陵有色

东方财富

华菱钢铁

收盘价
2.08

1.62

11.00

5.57

3.35

6.08

收盘价
6.23

8.94

8.00

2.86

30.69

6.32

成交额（万）
616056

119567

579859

263000

145574

212071

成交额（万）
669416

408532

250477

88311

831181

15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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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3.10

7.08

7.58

14.70

4.03

2.75

--

13.99

涨跌幅（%）
-3.968

+4.377

+5.672

-9.976

-3.922

+2.806

+3.774

0.000

+9.984

成交量（手）
230272

22904

460559

269742

744089

144650

98396

0

40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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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3月4日电（记者 王默玲）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3
日新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成品油价迎来“八连涨”。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信息显示，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
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21年3月3日24时起，国
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60元和250元。据了解，这是自2020
年11月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连续经历的第八次上调，也是自2013
年3月26日成品油新定价机制实施以来的首次“八连涨”。

20212021年年44轮成品油调价轮成品油调价

2021年以来，我国已经历了4轮成品油调价。经过本轮上调之
后，2021年成品油调价呈现“四涨零跌零搁浅”的格局，折合92号汽
油每升累计上调0.61元，0号柴油每升累计上调0.65元。本轮调价
周期内变化率呈现正向波动，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前部分产地的
寒潮天气导致原油产量下降，而全球市场信心进一步提振等多重因
素也推动了油价上涨。

“本次调价之后，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调0.20元，0号柴油每升
上调0.21元。”隆众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徐雯雯表示，调价后全国大多
数地区车用柴油价格在每升6.6元至6.7元，92号汽油零售价格在每
升6.6元至6.8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这次调价
后，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多花10元左右；按市区百公里耗油7升至8
升的车型，平均每行驶1000公里费用增加14元至16元。而对满载
50吨的大型物流运输车辆而言平均每行驶1000公里，燃油费用增
加80元左右。本次调价对于私家车主和物流企业来说成本增加。”

蚂蚁物流一位司机表示，他的货车一次加柴油400升，可以跑
1500公里左右。预计这次调价后，每箱油成本增加约84元，“我赶
在油价调整前去加油站加了一箱油，近几个月以来，油价一直在涨，
但目前并不打算调整物流价格，我还想看看后续的市场变化。”

从批发方面来看，近期汽油和柴油均受国际油价强势表现带
动，市场看涨情绪依然明显。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戴田东表示，
春节过后，国内成品油需求陆续恢复，虽不及预期，但市场参与者对
后市持看好态度。因此在本周期内国内主营单位成品油批发价呈
现不断上涨走势，累计涨幅每吨超过500元，部分地区油价涨幅每吨
高达800元。

油价上涨也带动下游化工产品价格的提升。中银证券发布的
报告显示，2月22日至28日一周间，其跟踪的101个化工品种中，共
有63个品种价格上涨，7个品种价格下跌，31个品种价格稳定。全
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下游需求恢复，今年的旺季可能已经提前到
来，3月份部分化工品价格或将继续上扬。

上海一家石油化工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化工行业的上涨趋
势，一方面是因为石油原料成本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是市场需求不
断增加所致，“得益于我们一般会有库存的原材料，所以在上涨趋势
中企业成本压力得到了缓解。虽然行业涨价确实会层层传导，但对
于终端消费者来说，零售商品的定价相对会维持在稳定水平。”

展望后市，隆众资讯油品分析师李彦认为，市场或将面临的增
产预期，叠加海外部分国家依然严峻的疫情等因素影响，预计下一
轮成品油调价下调的概率较大。

不增产推动国际油价大涨不增产推动国际油价大涨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4日召开
例行部长级会议后宣布，整体维持4月原油产量稳定。这一消息令
市场感到意外，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上涨。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多国新冠疫苗接种进展顺利，全球原
油需求有望增加，而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成员国不急于提高原油供
应量，国际原油市场供应或将趋紧，油价因此上涨。

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5月交
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分别收于每桶63.83美元和66.74美
元，涨幅均超4%。

欧佩克4日发布公告说，与会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原则同
意将 3 月份的产量水平延续到 4 月份，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除
外。俄罗斯被允许增产日均13万桶，哈萨克斯坦被允许增产日均2
万桶。另外沙特阿拉伯决定4月继续执行日均100万桶的自愿减产。

公告还说，此次会议注意到市场情绪有所改善，但鉴于市场仍
面临不确定性，产油国应保持警惕和灵活。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当天在记者会上表
示，沙特将在未来几个月决定何时开始逐渐退出目前实施的日均
100万桶自愿减产，沙特将对此保持谨慎。

能源视线咨询公司首席石油分析师阿姆里塔·森表示，沙特理
解俄罗斯和阿联酋等产油国希望开始提高原油供应量，但沙特希望
把全球石油库存降至近5年平均水平，因而沙特主张主要产油国将
现有减产力度延长到5月。

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负责宏观石油市场研究的副总裁安-路易
斯·希特尔表示，4日的决定表明，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在面对
需求复苏时采取了谨慎态度。

美国地缘政治分析机构欧亚集团认为，沙特仍然是市场决策的
核心力量，也是所有减产国中最为谨慎的。

新华社上海3月5日电（记者桑
彤）5日，A股市场低开高走，沪深主
要股指涨跌互现。

当日，上证综指以 3463.31 点低
开 后 ，逐 渐 震 荡 走 高 ，最 终 收 报
3501.99点，较前一交易日跌1.50点，
跌幅为0.04%。

深证成指收报 14412.31 点，跌

3.75点，跌幅为0.03%。
创业板指数涨 0.70%，收盘报

2871.97 点 。 中 小 板 指 数 收 报
9705.35点，涨幅为0.05%。

科创50指数录得0.43%的涨幅，
收盘报1329.84点。

沪 深 两 市 个 股 涨 多 跌 少 ，约
2900 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

个股，两市逾60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方面，民爆、设计咨

询、智慧停车涨幅居前，涨幅均逾
2%；黑色金属、通用航空、钴镍跌幅
居前，跌幅均逾3%。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记者梁
倩 马剑）距离上次调控升级一个月
有余，杭州再次发文剑指投机炒房
乱象。记者获悉，3 日，杭州市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
场秩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明确，即日起法拍房将
纳入杭州限购范围，同
时严查经营贷、消费贷
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同时，在对中介管控上，通知明
确严厉打击房地产中介机构违法违
规行为。中介机构不得受理并对外
发布挂牌价格明显高于合理成交价
格的房屋信息。

今年以来，不限购、可贷款的法
拍房受到投资客追捧，杭州多处法
拍房高溢价成交。杭州市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通知》的出台主要是为了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坚决抑制投机炒房，遏制
房价过快上涨，规范房地产市场秩
序，保持杭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同日，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的通知》指
出，严格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备案管

理，坚决防止上市销售项目备案价
格过高。实施住房限售，对按照优
先购房政策购买的新建商品住房，
在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满 5 年后方可
转让。

此外，将量化地价调控目标，合
理制定土地出让方案，稳定市场预
期，严防高溢价，坚决遏制非理性拿
地。强化商品住房交易管理。加强
部门间信息共享，通过大数据筛查、
专项检查等方式，加大税收征管、购
房资金核查和新购住房抵押监管的

力度。对于房地产中介，将严肃查
处诱导虚高价格挂牌、哄抬房价、借
机炒作、扰乱市场等行为。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整体看，由于多个重点城市房价
上涨迅速，最近各地的房地产调控
政策井喷。地方调控“打补丁”、“挤

牙膏”成为常态。
“ 除 对 资 金 管 控

外，限售、限价成为此
轮调控政策重点。”张

大伟说，此轮调控，相比新建住宅的
价格管控，二手房房价管控是重
点。对于一二线城市来说，二手房
市场已经占据了市场的主体地位，
特别是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占据
了市场成交量的80%以上。

中指研究院浙江分院常务副总
高院生表示，无论是从法拍房还是
对楼市炒房投机，精准打击是此轮
调控重点，下一步可以预见，房住不
炒仍是调控主基调，地方调控该补
的漏洞会继续补上。

我国成品油价八连涨怎么看

A股市场低开高走 沪深主要股指涨跌互现

多地楼市集中调控多地楼市集中调控

新华社上海3月4日电（记者 李
少鹏）市场行情向好为上市不久的
次新股再融资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据记者统计，在2020年以来挂牌上
市的公司中，已有15家推出了定向增
发方案，定增募资主要用于新项目建
设、产业链整合及补充流动资金，且
募集金额大多超过IPO募资额。

对此，有市场人士直言，“先上
市，后运作”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次新股IPO募资额受限难以
满足后续项目发展的问题，同时又
能起到引入外部投资者增强市场预
期的作用，可谓“一石二鸟”。

定增募资大多用于加码主业

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加码主业是
这批次新股启动再融资的主要动机。

3月2日晚，斯达半导发布定增
预案，公司拟定增募资35亿元，其中
20亿元将用于高压特色工艺功率芯
片和SiC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7
亿元用于功率半导体模块生产线自
动化改造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
金。公司预计功率芯片和 SiC 芯片
项目达产后，将形成36万片功率半
导体芯片的生产能力。

此前一天，2020年8月上市的宝
明科技也披露了定增预案。据公
告，公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
用于中尺寸背光源、液晶面板玻璃
深加工、工厂协同管理等项目建设
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募投项

目的实施能够让公司更好地布局新
型显示器件产品，进一步完善产业
布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再来看2020年2月底上市的科
创板公司华润微，在上市8个月后，
于2020年10月20日披露，公司拟定
增募资不超50亿元，用于功率半导
体封测基地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表示，此项目从中长期来看，有
助于公司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能力
的提升，使公司加快完成向综合一
体化公司的战略转型。

而新强联与葫芦娃的定增预案
已获股东大会通过，募集资金均是
用于加码主业。前者拟募资不超过
14.6 亿元，用于 3.0MW 及以上大功
率风力发电主机配套轴承生产线建
设等项目；后者拟定增募资不超过
10 亿元，投资于美安儿童药智能制
造基地、南宁生产基地二期项目。

再融资规模大多超过IPO

在这 15 家启动定增的次新股
中，多家公司所募集金额远高于其
IPO时的募资额。

具体来看，新天绿能去年 6 月
IPO 募资 4.29 亿元，去年 12 月拟定
增募资 51.1 亿元，后者是前者的约
11.9倍；首都在线去年7月上市募资
1.69 亿 元 ，今 年 1 月 拟 定 增 募 资
10.32 亿元，为当初 IPO 募资额的 6
倍。此外，斯达半导去年2月上市募
资5.096亿元，本次定增拟融资35亿

元，是IPO募资额的6.87倍。
由于一些新股在IPO时发行价

格较低、发行时的市盈率也相对较
低，IPO募资不多。“为了上市，我们
降低了募资规模，选择地板价发
行。”一些次新股公司的人士表示。

以新天绿能为例，其于2020年6
月29日上市后不到半年时间，即宣
告筹划定增，公司拟定增募资 51.1
亿元用于唐山LNG等项目建设。反
观此前新天绿能的IPO，彼时共发行
新股约 1.35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仅
为4.29亿元。

同样，今年1月启动定增方案的
神州细胞-U，距离公司上市刚过半
年，高达39.61亿元的计划募资金额
也远超其 IPO 时 12.8 亿元的募资
额。

次新股公司在资产并购方面也
动作频频。以南新制药为例，公司
上市仅半年就启动重大资产重组，
拟 26.7 亿元收购兴盟苏州 100%股
权，同时拟通过询价方式定增募集
配套资金。对于此次并购，南新制
药表示，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快速
切入生物药领域，构建化学药与生
物药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布局。

“上市平台给了公司强大的融
资能力，在定增中引入一些外部机
构股东‘站台’，也能增添市场信
心。”有市场人士表示，越来越多的
次新股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平台整合
产业链资源，迅速做大做强。

次新股频现再融资次新股频现再融资 募资额大多超过募资额大多超过IPOIP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