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科威尔

上声电子

兴图新科

浙江广厦

安彩高科

长城电工

名称
N华菱

秀强股份

启迪设计

久之洋

帝科股份

华自科技

收盘价
52.30

23.60

28.18

3.80

7.65

5.03

收盘价
5.28

8.14

14.81

36.11

65.88

16.68

涨幅（%）
15.71

13.90

12.05

10.14

10.07

10.07

涨幅（%）
43.87

20.06

20.02

20.01

20.00

20.00

名称
铁建重工

气派科技

莱伯泰科

阳光诺和

奥精医疗

莎普爱思

名称
斯太退

北讯退

可靠股份

安 纳 达

福建金森

奥园美谷

收盘价
6.68

61.60

60.72

95.65

87.24

9.88

收盘价
0.50

0.43

28.02

13.41

21.42

20.91

跌幅（%）
-15.44

-14.59

-10.94

-10.77

-10.16

-10.02

跌幅（%）
-10.71

-10.42

-10.34

-10.00

-10.00

-9.99

名称
三峡能源

中远海发

铁建重工

包钢股份

江淮汽车

永泰能源

名称
京东方Ａ

中银绒业

领益智造

爱康科技

TCL科技

飞利信

收盘价
7.32

3.75

6.68

1.55

11.80

1.62

收盘价
6.39

2.79

9.46

2.48

7.82

6.41

成交额（万）
2769844

159512

287579

59008

399260

54617

成交额（万）
347494

129891

429759

97878

284293

155007

名 称
西宁特钢

青海华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ST顺利

*ST盐湖

青青稞酒

收 盘 价
3.80

4.31

7.51

7.94

12.06

4.20

2.33

-

21.78

涨跌幅（%）
-1.299

-5.482

-3.718

-1.611

+0.166

+2.439

+4.955

0.000

-5.263

成交量（手）
112384

104054

163062

55460

269765

110085

484943

0

229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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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6月24日电（记者
范子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段时
间以来的急涨行情告一段落。截
至 6 月 23 日 16 时 30 分，在岸、离岸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内分别下跌
0.1% 、0.08% ，报 6.4808、6.4850，双
双逼近 6.50 重要关口。6 月以来，
在岸、离岸人民币汇率分别回撤
1164、1132 点，均已回吐 5 月涨幅。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下跌之
时，衡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处变不
惊”。外汇交易中心最新发布数据
显示，6月18日，CFETS人民币汇率
指数为98.19，较此前交易周最后一
个交易日上升 0.51，持稳于相对高
位。

“贬”与“稳”并行不悖，是因为
在美元走强的大背景下，以稳健的
中国经济基本面为支撑，人民币对
于一篮子货币保持了相对强势。业
内人士提醒，由于市场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后续仍
将承压，且双向波动特征将更为突
出。

单边升值预期被逆转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处于急
速波动之中。今年4月至5月期间，
人民币快速攀升，引发看多力量集
结。尤其是 5 月，人民币汇率涨逾
千点，频频刷新 3 年高点。外汇市
场中，追涨杀跌的顺周期“羊群效
应”也有所抬头。

针对部分炒作人民币汇率升值
的论调，监管部门多次与市场沟
通，强调“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
向浮动是常态，并时隔14年重新祭
出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的“大
招”。

内有“降温”措施频出，外有美
元预警信号持续闪烁。近日，美联
储议息会议释放出超预期“鹰派”
表态，美元指数一度冲高至 92 上
方。

在内外力的综合作用下，市场
此前对于人民币的单边升值预期及
时被扭转。5 月 31 日至 6 月 18 日，
人民币汇率预期转为偏贬值方向，
14个交易日中仅有3个交易日为升
值方向，最强升值预期仅为0.1%。

专家提醒，后续如果美元反弹
形成一致预期，资本的短期流出可
能会驱动人民币汇率陷入更深度的
回调。

“美联储会议的结果让美元反
弹具备了持续性，这让人民币汇率
短期进一步回调的风险加剧。”招
商银行金融市场部首席外汇分析师
李刘阳认为，虽然外贸对于人民币
汇率的支撑因素仍在，但美元短期
利率抬升，对于通胀预期和全球资
本流向的影响不容小觑。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常
冉说，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复苏走
强，若美联储进一步缩减购债规模
并引导加息预期，可能会造成美元
阶段性升值和人民币阶段性贬值。

多位专家提醒，市场诸多不确
定当中，企业应以汇率市场的剧烈
波动为鉴，坚持“风险中性”理念，
抵御汇率波动风险。

对一篮子货币走势稳健

凡事都有相对性，“贬”与“稳”
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从一篮子货
币的维度看，CFETS 人民币汇率指
数近来走势稳健。

6 月 18 日，CFETS 人民币汇率
指数为98.19，较此前交易周最后一
个交易日上升0.51。5月末，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便已攀上98关口，
随后虽小幅回落，但整体持稳、处
于相对较高位置。

该指数表现稳健，与其构成有
关。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是贸
易加权的货币篮子，其中各种货币
权重与双边贸易规模及趋势相关
联。其构成除了美元、欧元、日元
等全球主要货币外，还有韩元、南
非兰特等新兴市场货币。

为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下
跌，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却能维
持高位运行？“人民币对非美元主
要外币升值抵消了对美元的贬值
效应，支撑了 CFETS 人民币汇率
指数。”常冉称，近期人民币对美元
虽出现贬值，但非美元货币对美元
的贬值幅度更大。这就推动形成
了人民币对非美元外币的升值态
势。

自 5 月底以来，人民币对美元
贬值 1.7%。同时，欧元对美元贬值
2.4%，英镑对美元贬值2.1%，日元对
美元贬值1.4%。

常冉认为，当前美元在 CFETS
人 民 币 汇 率 指 数 中 的 占 比 已 由
2017 年的 0.2240 下降至 0.1879，使
得美元波动对 CFETS 人民币汇率
指数的影响有所降低。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相对强
势，其根基是中国经济稳健的基本
面。“宏观上，CFETS 人民币汇率指
数更能表达人民币在货币市场上的
走势，也同时反映了人民币对美元
的下降主因由美元主导。”FXTM富
拓首席中文分析师杨傲正表示，中
长线而言，由于全球疫情仍存在较
大变数，中国经济复苏态势在下半
年预计仍将稳定向上，因此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有持续走强的基
础。

杨傲正同时提醒，自 5 月底以
来，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上涨有
所放缓，除了反映美元反弹外，也
表示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经历了急速
升值后，预期未来上涨动能将会放
缓。

“未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或将继续承压，CFETS 人民币
汇率指数有望持稳于高位。”常冉
说，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国际
收支仍将出现双顺差，中国的货币
政策基调稳健等积极因素，可能形
成人民币对非美元外币强势的动
力。

新华社上海 6 月 24 日电
（记者 陆海晴）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下称基金监管局）日前发布
了今年一季度企业年金、养老
金运行情况。

从整体来看，截至一季度
末，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为
2.32 万亿元，实际运作资产金额
为2.29万亿元，一季度投资收益
为59.79亿元，加权平均收益率为
0.3%。从养老金来看，期末资产
净值为1.58万亿元，投资收益率
为0.33%。

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再
创新高。截至一季度末，和去年
底相比，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
增长667.91亿元，参加企业年金
的职工人数也从 2717.53 万人增
至2778.92万人。

从企业年金一季度组合收
益来看，单一计划中的固定收益
类 组 合 的 加 权 平 均 收 益 率 为
0.98%，含权益类组合的收益率为
0.2%；集合计划中的固定收益类

组合的收益率为 0.53%，含权益
类组合的收益率为0.11%。

梳理发现，一季度共有 22
家企业年金管理机构，其中 11
家 是 公 募 基 金 公 司 ，华 夏 基
金、易方达基金、工银瑞信基
金等基金公司的年金管理规模
超过千亿元，南方基金、嘉实
基金、海富通基金、富国基金、
博时基金的管理规模也在 500
亿元以上。

就一季度管理业绩而言，部
分基金公司表现较为亮眼，超过
平均业绩。以嘉实基金为例，单
一计划中的固定收益类组合一
季度加权平均收益率为 1.35%，
含 权 益 类 组 合 的 收 益 率 为
1.11%。集合计划中的固定收益
类组合的收益率为 0.82%，含权
益类组合的收益率为1.62%。

类似的还有富国基金，单一
计划中的固定收益类组合一季
度加权平均收益率为 1.14%，含
权益类组合的收益率为 0.72%，
集合计划中的含权益类组合的

加权平均收益率为0.74%。
与企业年金投资情况同时

披露的还有养老金一季度相关
投资数据。截至一季度末，已备
案的养老金产品共有 636 只，实
际运作的产品共计 573 只，期末
资产净值为1.58万亿元，一季度
投资收益率为0.33%。

从具体养老金产品来看，部
分产品规模超过百亿元，例如，
泰康资产丰颐混合型养老金产
品规模为116.38亿元，富国富源
目标收益混合型养老金产品规
模也超过115亿元。

企业年金投资与公募投资
有什么区别？富国基金表示，企
业年金规模大，对资产配置的要
求相当高，这要求管理人提供多
样化的投资品种，可投资的范围
相对公募基金更广。同时，年金
长期领取的特点决定了其必须
追求长期业绩的稳定增长，所以
年金投资往往要求在保证绝对
收益的前提下追求长期稳健收
益。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逼近6.5
一季度企业年金养老金成绩单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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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6月24日电（记
者桑彤）24 日，沪深股指涨跌互
现，上证综指微幅收红。

当日，上证综指以3568.57点
开盘，全天窄幅震荡，最终收报
3566.65点，较前一交易日涨0.43

点，涨幅为0.01%。
深证成指收报 14784.80 点，

跌 59.03 点，跌幅为 0.40%。创业
板指数跌1.20%，收报3279.16点。

科 创 50 指 数 跌 1.92% 至
1504.81点。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约
1500 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个股，两市约60只个股涨停。

沪深股指涨跌互现 沪指微幅收红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
者谢希瑶）海关总署 23 日发布
数据，今年前5个月，全国综合保
税区进出口值 2.08 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31.6%，比同期全国
进出口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

数 据 显 示 ，
前 5 个月，全国
综合保税区出口
11067.3 亿元，同
比增长36.4%；进
口 9763.7 亿 元 ，
同比增长26.6%。

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是经国务院批准，实行特
殊的税收政策和进出口管理政
策，由海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
施监管的经济功能区。截至目
前，全国 164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中综合保税区数量 151 个，占
比92.1%。

海关总署自贸区和特殊区
域发展司司长陈振冲介绍，海
关总署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
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不断推
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

实现应转尽转目标，完善事中
事后监督管理制度，简化综合
保税区设立、整合的审核和验
收程序。

去年以来，海关总署会同相
关部门在综合保税区推广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允许区
内加工制造企业利用剩余产能
承接境内区外委托加工等，支持

企业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充分激发市场活
力。同时，海关总署不断优化综
合保税区监管模式，优先将“两
步申报”“两段准入”“两区优化”
等重点改革在区内落地推进，区

内企业账册备
案、税款补缴等
业 务 实 现“ 秒
办”，进一步提
升便利化水平。

据悉，下一
步，海关总署将会同相关部门，
进一步拓展综合保税区政策功
能，推进综合保税区发展加工
制造、仓储物流等传统业务，支
持研发、检测、维修等新业务新
业态先行先试，逐步推动综合
保税区从以货物贸易为主拓展
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
展。

前5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

进出口同比增长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