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证券
2021年3月12日 星期五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余鹏 版面 / 雨桐 校对/ 柯心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9A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名称
N中望

中国铝业

怡球资源

酒钢宏兴

新疆众和

华能水电

名称
N恒辉

开尔新材

南华仪器

乾照光电

聚灿光电

爱美客

收盘价
409.00

4.37

3.50

1.86

6.35

5.15

收盘价
65.25

10.12

13.62

6.84

22.49

811.08

涨幅（%）
171.76

10.08

10.06

10.06

10.05

10.04

涨幅（%）
456.74

20.05

20.00

20.00

13.41

13.36

名称
深科达

四方新材

*ST实达

*ST环球

*ST中新

郑州煤电

名称
分众传媒

豆神教育

顺钠股份

南岭民爆

药易购

国瑞科技

收盘价
37.82

53.86

1.63

1.46

2.44

6.63

收盘价
9.85

9.43

3.10

8.43

89.45

13.24

跌幅（%）
-6.06

-5.48

-5.23

-5.19

-4.69

-4.47

跌幅（%）
-7.16

-6.45

-6.34

-5.60

-5.54

-5.43

名称
包钢股份

紫金矿业

和邦生物

洛阳钼业

南山铝业

农业银行

名称
京东方Ａ

铜陵有色

格林美

TCL科技

分众传媒

太钢不锈

收盘价
1.86

11.54

1.65

6.15

4.11

3.38

收盘价
5.88

3.10

8.81

8.93

9.85

4.86

成交额（万）
407157

635902

88812

261432

166245

135125

成交额（万）
609447

172913

479159

466513

487110

15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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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3.00

6.35

6.83

14.74

3.94

2.64

--

14.88

涨跌幅（%）
+6.094

0.000

+0.158

+3.172

+9.347

+3.412

+10.000

0.000

-2.105

成交量（手）
315801

6974

192632

201870

811690

68033

142327

0

28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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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售票处售票处 国际国内飞机票、GP公务机票、移动pos机刷卡、

市内免费送票、订机票赠送精美小礼品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2%。

“2月份CPI同比下降，主要是受春节错月和去年同
期高基数效应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
研究所主任郭丽岩分析，在2月份0.2%的同比降幅中，新
涨价影响约为1.6个百分点，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
为-1.8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是拉低 CPI 的重要因
素。2月份，食品价格由上月的同比上涨1.6%转为同比下
降0.2%。食品中，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猪肉价格同
比下降14.9%。非食品价格同比下降0.2%，影响CPI同比
下降约0.15个百分点。

从更能反映短期变动的环比数据看，2月份，CPI比1
月份上涨0.6%。

今年2月份恰逢牛年春节假期，各地消费旺盛。受
节日效应及天气等因素影响，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环比
上涨。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介绍，食品中，
受春节期间消费需求增加和运输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
水产品和鲜果价格环比分别上涨8.7%和6.1%。非食品方
面，居民就地过年，文娱消费需求有所增加，电影及演出
票价格环比上涨 13%；春节期间人工成本有所上升，洗
车、家政服务、美发和出租车费用等价格环比均有上涨。

肉、蛋等商品价格环比由涨转降。董莉娟分析，生猪出
栏持续恢复，猪肉价格由上月上涨5.6%转为下降3.1%；天
气转暖，蛋鸡产蛋量提升，加之局部地区疫情好转后调运
渠道逐步畅通，鸡蛋价格由上月上涨11.1%转为下降4.5%。

“不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2%，同比由负转平，反映出居民消费稳中向好，宏观经
济保持较强韧性。”郭丽岩分析。

消费持续升温，后期物价走势如何？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专家认为，我国物价总水平将保持平稳运行。交通
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分析，疫情对经济
的影响逐渐减弱，需求改善将带动新涨价因素上升，促进
消费价格水平企稳回升。但另一方面，随着生猪生产供
给的增长，猪肉价格同比整体趋于下降。预计CPI将维
持温和上涨。

郭丽岩认为，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具有坚实
基础。后期，CPI有望重新回到温和增长区间，年内呈现

“前低后稳”态势，全年小幅上涨。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记者 张辛欣）记者11日从
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将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质量监
管，促进电动化、智能网联等技术进一步融合，推动新能
源汽车高质量发展。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说，近年来，工信部和有关部门联
合出台了60多项支持政策和举措，在各方努力下，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基础材料、基础零件、
电机、电控、电池以及整车等都取得突破。

汽车行业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大搜车智云联合百度指
数发布《2020年新能源乘用车白皮书》显示，2020年国内新
能源乘用车市场呈现先抑后扬的发展态势。特别是下半年，
新能源汽车销量回暖趋势明显，全年销量突破100万台。

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向好，但产业仍处于“爬坡过
坎”的关键时期，市场竞争激烈，用户体验感有待提升。

工信部表示，在前期基础上，工信部将根据市场、特
别是用户体验，进一步提高标准，组织整车和动力电池企
业、行业机构、高校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加强质量监管。

与此同时，促进整车电动化和智能网联技术等进一
步融合，健全充电、停车等各项服务，提高公共交通电动
化水平，持续开放合作，有效提升配套产业链水平。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记者 李静）
百度赴港上市进入倒计时。3 月 9 日晚
间，百度通过港交所网站公布了聆讯后
资 料 集 。 Merrill Lynch （Asia Pacific）
Limited、中信里昂证券和高盛担任其联
席保荐人。受此消息影响，当晚百度美
股大涨13.58%，收报264.28美元。

根据招股文件显示，百度的核心业务
包括以竞价为基础的P4P在线营销服务、
其他在线营销服务、云服务及解决方案以
及会员、直播及网络游戏等非营销面向消
费者的服务、智能驾驶及智能设备及服务，
其三大增长引擎分别是移动生态、智能云
以及智能驾驶与其他增长计划。百度预期，
大部分收入会继续来自百度核心业务。

招股文件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

日，百度的现金、现金等价物、受限制资
金及短期投资为1629 亿元，其短期借款
未偿还结余总额为30亿元，其绝大部分
短期借款的还款由爱奇艺的子公司及可
变利益实体担保，抵押品为爱奇艺其中
一间可变利益实体的办公楼或受限制资
金或其他应收账款。

百度在招股资料中透露，今后计划
主要投资于几大领域：一是AI计算及AI
技术；二是AI芯片；三是其他技术如区块
链、边缘计算、量子计算及生物计算等尖
端技术，同时持续扩展其智能云，进一步
发展及商业化智能驾驶与其他增长计
划，持续发展其移动生态，以及有选择地
物色并购及战略投资对象。百度称，大
力投资自动驾驶、智能 EV 及 robotaxi 具

有巨大的长期变现潜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风险因素中，百度

提及，公司曾接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
出有关未能提交经营者集中的事先申报
及潜在处罚的问询。有关案件仍在调查
中。百度一直配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与其保持书面及口头沟通。2021年1月，
百度接获一份涉及一宗案件的正式立案
通知书，当中要求百度就该笔未申报交
易是否构成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提
供相关材料及说明。近期百度接获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拟就该案件处以人民币50
万元罚款的通知。悉数支付罚款后，百
度预计不会因该案件受到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进一步处罚。

2005年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开
盘价每股66美元，此后股价几经起伏，市值
一度不足300亿美元。去年四季度开始，受
Apollo自动驾驶最新进展和造车消息刺
激，百度股价连番上涨，市值曾突破1000亿
美元。截至发稿，百度市值为901.4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记者 李静
郭倩）当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持续上
行，行业整体业绩抢眼，国内半导体龙头
快速崛起。记者梳理发现，行业内已披
露 2020 年度业绩快报的 A 股上市公司
中，超七成实现年度净利润正增长。

业绩印证行业景气度
随着越来越多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

披露2020 年年报或快报，行业景气度逐
渐得到印证。

3月9日，半导体龙头企业韦尔股份
发布2020年度业绩快报，2020年公司实
现营收 195.48 亿元，同比上
涨 43.40%；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7.05亿元，同
比增长480.96%；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22.20亿元，较上年度增
长564.23%。

3月8日，捷捷微电发布2020年度业
绩快报，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0.1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99%；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 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49.45%。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10 日记
者发稿时，已披露2020 年度业绩快报的
39家半导体（集成电路）A股上市公司中，
29 家实现年度净利润正增长，占比超七
成；37家实现年度营收正增长，占比超九
成，其中韦尔股份、思瑞浦、中芯国际、华
润微、卓胜微等10家企业实现年度净利

润翻番。科创板上市公司中，集成电路
行业整体业绩表现也十分抢眼，26家集
成电路企业合计净利润增幅达154%。

这一业绩表现很大程度源于该行业
旺盛的需求。招商证券表示，去年下半
年以来半导体行业呈现缺货涨价现象，
8 寸晶圆厂产能爆满，供不应求驱动行
业景气上行。

在3月1日举办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工信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
表示，据中国半导体行业测算，2020年我
国集成电路销售收入达到8848亿元，平均

增长率达到20%，为同期全球产业增速的
三倍，产业链涌现出一批新的龙头企业。

国内企业扩产趋势明显
机构认为，2021年半导体行业有望

迎来强劲的增长周期，国产化替代进程
将加速。

SIA（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数据显
示，2021年1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同比
增长 13.2%，其中，中国销售额占比位居
第二（12.4%），同比增长3.4%。研究机构
Yole 报告预计，2021 年半导体行业将强
劲复苏，同比增长幅度将达到15%。

半导体企业将迎新一轮业绩利好。
招商证券表示，2020年以来，半导体月度

销售额同比转正且增幅继续扩大，综合
供需端及价格因素看，半导体行业仍处
于景气上行期，需求回暖、产能紧张、涨
价蔓延等供需矛盾有望驱动国内半导体
产业链公司业绩增长。

供需错配背景下，国产化替代将加
速。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珂
表示，国内集成电路企业将在旺盛的需
求带动下，迎来一波发展良机。

政策方面，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
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后，近期相关部门接连发声。

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表示，将在互利共赢的基础
上积极推动企业、高校、研究
机构等各个创新主体开展国

际科技合作，提升集成电路领域的科技
创新能力，强化自主研发能力。田玉龙也
表示，中国政府将在国家层面对芯片产
业给予大力扶持。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晶圆厂商扩
产趋势明显，为半导体设备国产替代创
造良机。根据SEMI报告，预计到2024年
底，中国将新建八个300mm晶圆厂，并大
幅提高300mm晶圆厂产能的市场份额至
20%。晶圆代工方面，中芯国际、华虹半
导体持续扩张产能；IDM 方面，长江存
储、长鑫存储逐步上量，产能扩张明显，
士兰微、闻泰科技、华润微等也均有12英
寸IDM产线投建计划。

2月CPI下降0.2% 后期物价或上行

工信部出台具体举措

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

百度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

募集资金将加码AI及智能驾驶

需求旺盛支撑业绩

国内半导体龙头快速崛起

新华社上海3月11日电（记者 潘清）
在前一交易日止跌企稳的基础上，11日A
股强势反弹。上证综指收复3400点整数
位，和深证成指双双实现逾2%的涨幅。

当日上证综指以3369.90点的全天最
低点小幅高开，此后一路震荡走升，收复
3400点整数位后，以全天最高点3436.83
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 79.09 点，涨幅
达到2.36%。

深证成指收报13866.37点，涨303.03

点，涨幅也达到了2.23%。创业板指数涨
2.61%，收报2746.58点。中小板指数涨势
稍弱，收盘报9236.47点，涨幅为1.64%。

科创 50 指数表现强势，涨 2.80%，收
报1267.30点。

沪深两市个股普涨。沪深两市各有
1只新股挂牌上市，其中创业板新股N恒
辉首日大涨逾450%。

行业板块几乎全线收涨。贵金属、
有色金属、水泥、钢铁等板块大幅走

强。前一交易日涨幅领先的黄酒板块成
为当日唯一下跌的行业板块，跌幅也比
较有限。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3698亿元和4342
亿元，总量超过800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
有所放大。

A股强势反弹 上证综指收复3400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