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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记者 刘诗平 于文静）
猪肉价格连续回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化肥价格持
续上涨……价格涨跌和未来走势近来广受关注。在
农业农村部20日举行的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回答
了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

猪肉价格：连续回落 猪肉供应越来越宽松
今年1月份以来，猪肉价格连续回落近3个月。

未来猪肉供应和价格走势如何？
“最近几个月猪价降得确实有点快，目前猪肉价

格已经回落到本轮生猪产能恢复以来的最低点。”农
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陈光华说。

陈光华说，近期猪价大幅回落的主要原因，是生
猪出栏明显增加和春节之后猪肉消费下降“两个因
素碰头”。

按照往常，端午节前后猪肉消费增加，猪价有可
能会出现一波上涨。陈光华预计，从前期新生仔猪
量推算，预计二季度全国规模猪场肥猪出栏量同比
增幅将达到50%，市场供应总体宽裕，价格不太可能
超过前期的高点。

他表示，综合来看，猪肉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
过去，后期供应会越来越宽松。

据介绍，目前农业农村部正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统计局研究建立生猪全
产业链信息权威发布制度。

玉米价格：恢复性上涨 持续上涨缺乏支撑
今年以来，玉米价格高位运行。玉米用途广泛、

产业链条长，社会高度关注其价格波动。如何研判
当前的玉米市场形势？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宋丹阳说，
根据监测，今年一季度玉米市场运行大体可分两个
阶段：春节之前，主要受需求旺盛、流通粮源偏紧影
响，价格持续走强；春节以后，主要是气温升高，农民
和贸易商售粮进度加快，市场供给呈现阶段性宽松，
价格企稳回落。

据介绍，目前，玉米收购价东北地区1斤约1.35
元至1.4元，华北地区1斤约1.45元至1.5元。

“这个价格水平，虽然相比去年涨幅比较大，但
与2014年相比，只是小幅度上涨。”宋丹阳说，总体上
是近年来玉米需求增长的拉动和成本上升推动的恢
复性上涨。

他说，玉米价格适当上涨，让连年亏损的玉米种
植有了净利润，加上政策支持稳定，今年农民种粮积
极性大幅提高，玉米播种面积也有望明显恢复。

与此同时，玉米涨价也抬升了下游的饲料养殖
成本。宋丹阳表示，农业农村部正在与有关部门一
起，通过增加超期储存的稻谷、小麦投放，适当扩大
玉米及替代品的进口，引导调控需求等措施，保障饲
料粮供应。

宋丹阳说，从后期走势来看，新季玉米收获上市
前市场供应是充足的，价格持续上涨是缺乏支撑
的。秋粮上市后，市场供应有望进一步改善。

化肥价格：持续上涨 后期价格以稳为主
去年冬天以来，化肥等农资产品的价格上涨，对

今年的春耕生产会有什么影响？
宋丹阳说，去冬今春以来，受原材料涨价、冬季

环保限产、国际价格上涨传导等因素影响，我国化肥
等农资价格持续上涨，其中氮肥、磷肥涨幅比较大。

“但由于我国化肥产能和储备是充足的，今年春
耕化肥总体上仍然供大于需，备肥到位率高，市场供
应有保障。”宋丹阳说，特别是今年3月份，随着企业
开工率提升，化肥商业储备投放，尿素、二氨价格比
前期已经有所回落，后期化肥价格将以稳为主。

宋丹阳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与相关部门
加强沟通协调，保障农资企业正常生产，畅通物流运
输和末端配送，适时开展化肥储备调控，继续加大农
资打假力度，多措并举做好化肥保供稳价工作，服务
好春耕生产大局。

新华社上海4月21日电（记者 邵好
俞立严）在响应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
景下，国有车企集团在第十九届上海国
际车展上集中发布低碳计划以及相应时
间表。

4 月 20 日，奇瑞汽车在车展上发布
“奇瑞4.0时代全域动力架构”，包含燃油、
混合动力、氢能等多种动力解决方案。奇
瑞汽车提出，到2030年完成绿色化转型，
第一阶段全面提升燃油动力效能、纯电和
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应用；第
二阶段实现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
40%，完成氢动力市场开发及商业应用。

东风汽车宣布，到2024年，主力乘
用车品牌全新车型100%电动化；到2025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100 万辆。另
外，在新科技研发方面，东风公司未来
将重点研发打造行业领先的平台架构与

核心技术，加快推进氢燃料电池等技术
的商品化。

长安汽车则宣布将推进“香格里拉”
计划，应用清洁能源，实现能源智能管控，
推动传统制造向绿色智造转变。在产品
上，基于长安自主研发的方舟架构和
CHN 架构，长安汽车未来 5 年将陆续推
出26款全新智能电动汽车，首批2款智能
电动汽车将在年内亮相。

“各家车企为完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的
目标各自调整产品布局，广汽集团也不例
外。”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说。广汽集
团计划在2025年实现全集团新能源汽车
销量占比 20%、混动化占比超 20%，其中
广汽自主品牌将全面实现电气化。

广汽集团还在车展上发布了“GLASS
绿净计划”。根据新计划，广汽集团将坚
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在实行电动化各项

措施以外，系统推进绿色采购、制造和回
收，形成从研发到生产、从购买到使用的
全链条绿色低碳新生态。为有效降低挥
发性有机物（VOCs）和二氧化碳（CO2）的
排放强度，广汽集团将持续提升全供应链
环境管理，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还将加强
汽车、蓄电池及废旧动力电池等产品的报
废回收，实现动力电池100%回收利用。

对于国有车企集团集中发布低碳计
划，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这符
合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目前看，汽
车行业的碳达峰是十分艰难的任务，原因
是车市保有量持续增长，必然带来碳排放
的增长。因此，要在促进汽车消费的基础
上实现碳达峰，就必须继续力推新能源汽
车产业，确保 2030 年中国新能源车的渗
透率在50%左右，同时推进传统车的油耗
加速下降。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者 张舒
琳 王辉）近期，公募基金2021年一季报及
A 股上市公司 2021 年一季报陆续披露。
一季报数据以及来自第三方机构的监测
数据显示，在今年第一季度A股市场波动
较大的背景下，公私募知名基金经理在持
仓结构上进行了幅度不小的调整。在部
分人气股继续获得知名投资人重仓持有
的同时，不少以往市场关注度不高的个
股，也进入这些基金经理的核心股票池。

多只股票获集中持有
4月20日，A股光伏巨头公司隆基股

份发布2021年一季报。隆基股份前十大
流通股东名单中，出现了高瓴资本和刘格
菘管理的基金。其中，高瓴资本一季度新
进入隆基股份前十大流通股东行列，持有
2.26亿股，位列第三大股东。而在高瓴资
本重仓持有的同时，顶流公募基金经理刘
格菘却小幅减仓。刘格菘管理的广发科
技先锋混合基金在一季度末持有隆基股
份2197万股，较去年底减持334万股。此
外，公募基金一季报显示，易方达旗下多
只基金对隆基股份进行了重仓持有，47
只基金合计持有超1.4亿股。

此外，刘格菘对化工股龙蟒佰利情有
独钟，其管理的2只基金均进入龙蟒佰利

前十大流通股东之列。广发科技先锋混
合、广发双擎升级混合分别位列龙蟒佰
利第三、第四大流通股东，分别持有
4530万股和3388万股，均为第一季度新
进持有该股。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两
个月，龙蟒佰利股价一路高歌猛进，曾
经创下51.68元的历史新高，但随后股价
大幅回调，3 月末股价较历史最高点

“腰斩”。截至4月20日收盘，龙蟒佰利
股价报29.77元。

去年包揽公募基金业绩前三名的冠
军基金经理赵诣，今年第一季度重点增持
了天赐材料。相关数据显示，赵诣管理的
农银汇理新能源主题基金一季度末持有
1090万股，较去年底增持268万股。

高毅重仓股曝光
来自国内某第三方机构的最新监测

数据显示，在百亿级私募高毅资产截至第
一季度末的持股中，知名基金经理冯柳一
季度新进持有了科创板公司南微医学100
万股，占该股流通股比例为2.33%，持股市
值（以截至一季度末时股价计算，下同）
1.85亿元。

此外，冯柳在其管理的私募产品中，
对重仓股海康威视进行了小幅减持。截
至一季度末，冯柳持有海康威视 2.15 亿

股，较2020年末减持3500万股，最新持股
市值仍高达120.19亿元。

邓晓峰、孙庆瑞等高毅基金经理还重
点持有紫金矿业、通策医疗、捷强装备
等。其中，紫金矿业在第一季度获得邓晓
峰继续增持，最新持股市值为61.4亿元；
孙庆瑞持有的通策医疗市值达6.82亿元。

多只“独门股”现身
数据显示，大朴资产一季度末时维

持了对军工股贵航股份150.12万股的持
仓。由知名投资人杨东掌舵的新锐百亿
级私募宁泉资产，一季度对梅花生物进
行小幅减持。截至一季度末，宁泉资产
持有梅花生物 4125.65 万股，持仓市值
2.39亿元。

4月20日，公募机构披露的2021年一
季报显示，付鹏博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
合基金大笔增持叉车民企龙头杭叉集团，
一季度末共计持有 1819 万股，较去年末
增持 1198 万股；公募老将朱少醒管理的
富国天惠成长混合基金，一季度末持有宝
信软件1421万股，较去年年底增持621万
股，位列宝信软件第三大股东；冯明远管
理的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基金，出现
在山东赫达、华正新材、和胜股份等股票
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名称
热景生物

华锐精密

心脉医疗

英利汽车

格力地产

廊坊发展

名称
旗天科技

三只松鼠

南华仪器

兴齐眼药

贤丰控股

创新医疗

收盘价
146.50

123.10

349.00

4.37

7.55

6.13

收盘价
5.89

50.94

16.20

140.10

3.05

7.76

涨幅（%）
13.67

12.29

10.09

10.08

10.06

10.05

涨幅（%）
19.96

15.30

13.45

10.38

10.11

10.07

名称
奥福环保

霍莱沃

上声电子

腾景科技

交控科技

渤海汽车

名称
中潜股份

高新兴

中金辐照

万集科技

C瑞捷

康得退

收盘价
41.03

85.71

22.17

24.90

34.82

4.82

收盘价
39.43

4.19

27.47

39.79

91.42

1.87

跌幅（%）
-20.00

-17.20

-15.06

-11.89

-11.35

-10.07

跌幅（%）
-20.00

-11.60

-11.39

-11.18

-10.37

-10.10

名称
包钢股份

北汽蓝谷

重庆钢铁

紫金矿业

ST永泰

粤泰股份

名称
京东方Ａ

格林美

TCL科技

贝因美

华闻集团

长源电力

收盘价
1.56

15.38

2.21

10.55

1.75

2.12

收盘价
7.11

8.85

9.03

6.57

2.73

10.88

成交额（万）
119181

745715

76633

253669

36991

43730

成交额（万）
713398

359588

336606

171285

65947

26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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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3.28

6.80

6.25

13.43

4.01

3.03

-

16.89

涨跌幅（%）
-2.217

-2.090

+10.032

+0.321

-1.323

+0.501

-2.572

0.000

+2.800

成交量（手）
254212

80540

231600

36814

321747

39720

341815

0

44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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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榜排行榜沪市
昨日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
昨日

农业农村部回应猪肉价格走势
国有车企集中发布低碳计划

公私募知名基金经理重仓股浮出水面公私募知名基金经理重仓股浮出水面

新华社上海4月21日电（记者 潘清）
21日A股涨跌互现，上证综指未能收红
但跌幅忽略不计，深市两大股指则率先
反弹。两市成交继续萎缩，总量不足
7500亿元。

当日上证综指以 3456.30 点小幅低
开，早盘下探3450.11点后震荡回升，午后
上摸3481.25点的全天高点。尾盘沪指未
能红盘报收，但3472.93点的收盘点位仅
较前一交易日跌0.01点，跌幅忽略不计。

深市两大股指率先反弹。深证成指

收报 14151.15 点，涨 49.25 点，涨幅为
0.35%。创业板指数涨 0.72%，收盘报
2916.97点。

科创 50 指数表现不佳，跌 0.28%，
收报1286.86点。

沪深两市大部分个股随股指收跌。
两市当日 5 只新股同步挂牌，其中创业
板 新 股 N 商 络 首 日 涨 幅 高 达 近
450%。

行业板块方面，告跌数量明显
多于上涨数量。钢铁、摩托车、综

合类，以及前一交易日领跌的汽车板块
表现相对较弱。黄酒板块继续出现在涨
幅榜首位，白酒、医疗保健、生物科
技、医药等板块涨幅靠前。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沪深两市继
续缩量，分别成交 3239 亿元和 4196 亿
元，总量降至7500亿元以下。

AA股涨跌互现股涨跌互现 两市成交继续萎缩两市成交继续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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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