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南新制药

金迪克

康众医疗

福光股份

同益中

新益昌

名称
科德教育

新莱应材

中青宝

信濠光电

全通教育

豆神教育

收盘价
20.70

49.00

21.89

26.11

16.48

116.50

收盘价
7.24

46.54

21.54

76.39

6.26

5.12

涨幅（%）
20.00

13.98

12.03

11.82

11.80

10.96

涨幅（%）
20.07

20.01

20.00

20.00

19.92

19.91

名称
退市海创

上海谊众

海量数据

郑州煤电

广汇能源

大智慧

名称
东海A退

粤桂股份

数源科技

德联集团

华西能源

C侨源

收盘价
0.35

162.12

14.19

6.80

10.27

6.73

收盘价
0.59

9.33

11.79

5.34

3.45

26.10

跌幅（%）
-71.31

-11.07

-10.02

-9.33

-9.20

-8.93

跌幅（%）
-10.61

-10.03

-10.00

-9.95

-9.92

-9.00

名称
新潮能源

光大证券

包钢股份

太平洋

和邦生物

永泰能源

名称
京东方Ａ

TCL科技

东方财富

汤姆猫

长安汽车

长城证券

收盘价
2.86

18.49

2.12

3.04

3.99

1.70

收盘价
3.90

4.50

24.19

3.67

18.58

10.27

成交额（万）
212746

1244431

127742

170059

180584

72103

成交额（万）
428016

233280

1030441

108530

560120

31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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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湖股份

天佑德酒

收 盘 价
3.60

4.31

13.39

13.62

12.71

4.61

1.31

29.69

18.68

涨跌幅（%）
-0.826

+0.701

-0.446

-0.511

-1.089

-0.860

-0.758

-3.321

-1.529

成交量（手）
42170

119735

98091

27486

380605

149688

32160

1280386

10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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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6月16日凌晨，备受关注的美联
储议息决议出炉，加息75个基点的普遍预测

“靴子落地”。
虽然此次加息幅度为美联储1994年以来

单次最强，但在鲍威尔表态后，美股市场总体
表现出相对乐观情绪。

截至美股收盘，道指涨303.70点，涨幅为
1.00%，报 30668.53 点；纳指涨 270.81 点，涨幅
为 2.50% ，报 11099.16 点 ；标 普 500 指 数 涨
54.51点，涨幅为1.46%，报3789.99点。

美联储最大幅度加息美联储最大幅度加息 AA股将何去何从股将何去何从
对此，兴业证券研报指出，此前市场已对

6 月 FOMC 加息 75 基点充分定价，然而利率
决议公布后，股债均仍有所震荡。而后，在充
分消化联储信号及新闻发布会鲍威尔“经济仍
然强劲”、“75基点的加息幅度不会常态化”的
发言后，股债上行。

某券商投顾分析指出，美联储如预期一样
加息75个基点，美股在“靴子落地”后普涨，但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并没有试图引发经济衰
退，海外市场仍然充满对政策理解和预期的混
乱，海外资产未来波动的隐患仍然不减。

“在美联储加息、美国经济滞涨预期高涨
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和市场的韧性受到全球关
注。展望未来，近期 A 股市场的结构分化加
剧，行业和风格轮动速度加快，虽然大盘指数
走出独立上涨行情颇为喜人，但基金前期重仓

的赛道股往往涨跌互现，基金经理也出现较强
的调仓压力。同时，海外美联储加息压力突然
提升带来全球债市波动急剧提高。”某券商投
顾认为。

兴业证券看好中国市场的独立性，其在研
报中指出，资金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核心痛
点，是疫情的防控和经济的复苏——基于利差所
影响的资金，可能相当部分已经在4月人民币大
幅贬值的过程中流出了。在4月下旬以来，中国
市场确实也体现了相对于美国市场的独立性。

为何为何AA股依然能保持韧性股依然能保持韧性
历史上美股下跌时A股往往同步跌，但近

期A股已和美股“逆向”，这源于经济周期和股
市估值位置不同。目前美国仍处在经济增长
动能下滑而通胀高企的滞胀期，同时在政策上
还面临美联储紧缩的压力，而中国已经处于政
策托底经济的衰退后期，因此A股的宏观环境
要优于美股。

“诚然，海外市场大幅波动会给国内市场
带来情绪传染的压力和阶段性扰动。但对于
全球资金而言，在美国市场动荡的过程中，跨
市场的资金需要去寻找的是，和美国经济相对
独立且有容量的市场，中国可能反而是较好的
选择。”兴业证券也表示。

广发证券认为得益于国内政策暖风频吹
改善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海外风险对
A股的影响或将钝化。

“近期海外衰退和紧缩预期升温、美股下
跌、美债利率上行，均未对A股产生过多负面
影响，原因在于政策暖风频吹大幅改善市场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广发证券研报指出，未
来随着中国疫后复苏、美联储紧缩、海外经济
放缓，中国权益市场相对海外权益市场的性价
比仍然较优。

华泰证券研报提示，流动性层面需要提防
北向资金净流入减少。前期受制于A股的赚钱
效应与信心不足，外资主动资金趋于流出，不过
近期情况略有好转，外资主动资金转为净流入。
尽管中美经济错位，美国进入类滞胀周期，但中
国经济逐步好转是趋势，内部宏观流动性较为充
裕，融资需求较强，支撑A股走出独立行情。

海外因素仍不可忽视海外因素仍不可忽视
展望后市，广发证券提示，5月以来A股独

立行情由主权信用风险下降驱动，中国决策层
致力于恢复经济活力。A股由国内因素主导，
但海外因素仍不可忽视。

具体到行业方面，广发证券建议关注三大
主线：一是“旧式”稳增长发力、通胀受益链条，如
地产、消费建材、煤炭。二是受益于民企信用环境
逐步改善的小盘成长股，如半导体设备等，以及

“能源安全”战略下景气催化的油气、新能源结构
性机会，如光伏电池组件等。三是抓住“疫后复
苏”线索，寻找制造、出口、消费服务的供需修复
领域，如汽车、商贸零售、医美等。本报综合消息

6月15日，随着153家公司正式调入新三
板创新层，新三板上半年进层实施工作顺利
完成，总计有515家公司新进入创新层。

至此，新三板创新层公司总量达1696家，
为分层制度实施以来最高水平，层级规模与质
量均显著提升。

据了解，515家新进层公司多集中于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行
业，表现出良好的盈利能力或成长性。2021年平
均实现净利润2904.46万元，较原有创新层公司
高10.32％；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72％，较原有创
新层公司高7.04个百分点；近两年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3.50％、40.69％，较原有
创新层公司分别高17.66、36.45个百分点。

根据规定，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是从
符合条件的新三板创新层公司中产生。据统
计，今年新进创新层公司中有348家公司符合
北交所上市财务条件，占比67.57％。89家新
进层公司已提交北交所上市辅导备案材料，5
家公司在进入创新层后提交了北交所上市申
报材料。 据新华社

新华社柏林6月15日电 德国知名智库伊
弗经济研究所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15日分
别发布报告，预计2022年和2023年德国通胀
率将维持高位。

伊弗经济研究所预计，今明两年德国通胀
率将分别达到 6.8％和 3.3％。基尔世界经济
研究所则预计，今明两年德国通胀率将分别达
到 7.4％和 4.2％。两家机构对今年德国通胀

率的预期均创下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
期以来的最高值。

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受
乌克兰局势和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德国5月
通胀率升至7.9％，连续第三个月创下1990年
两德统一后新高。今年3月和4月，德国通胀率
已经分别攀升至7.3％和7.4％。

此外，伊弗经济研究所还将今年德国经济

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1％下调至2.5％。基尔世
界经济研究所预计德国经济今年将仅增长
2.1％。

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此前发布
的数据显示，受乌克兰局势、能源价格高企
和西方对俄制裁等因素影响，2022 年德国经
济增速预计为 2.2％，比 1 月预测值低 1.4 个
百分点。

新华社东京 6 月 16 日电 （记者 刘春
燕） 日本财务省 16 日公布的贸易统计结
果显示，由于原油等进口商品价格持续高
企叠加日元大幅贬值，日本 5 月贸易逆差
额扩大至 2.38 万亿日元 （1 美元约合 134
日元），为有可比统计以来的月度逆差额
历史第二高位，并创下历史同期逆差额新

高。
报告显示，5 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

15.8％至 7.25 万亿日元，连续 15 个月保持
同比增长。当月钢铁、矿物性燃料、半导
体及电子部件等商品出口增幅显著。

当月，日本进口额同比增长 48.9％，
达 9.64 万亿日元，进口额已连续 16 个月同

比增长。由于国际市场资源类商品价格持
续上涨，加之日元较去年同期大幅贬值，
日本进口额增长显著。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当月日本对中国
出口额为 1.39 万亿日元，对美国和欧盟出
口额分别为 1.25 万亿日元和 6824 亿日元。
中国继续保持日本最大出口市场地位。

新华社北京6月 16日电 6 月 15 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支持民间投
资和推进一举多得项目的措施，更好扩
大有效投资、带动消费和就业；确定阶段
性缓缴中小微企业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加力支持纾困和稳岗；决定开展涉企违
规收费专项整治，部署缓缴行政事业性
收费。

会议指出，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
报告》总体思路、政策取向，立足当前稳增
长，着眼长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抓
住时间窗口，注重区间调控，既果断加大
力度、稳经济政策应出尽出，又不超发货
币、不透支未来，着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
稳物价，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会议指出，扩大有效投资，要注重启动
既能补短板调结构、又能带消费扩就业的
一举多得项目，调动各方积极性。民间投
资占全社会投资一半以上，要坚持“两个毫
不动摇”，加大政策支持，用市场办法、改革
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要在“十四五”
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和国家明确的重点建
设领域，选择一批示范项目吸引民间资本
参与。已确定的交通、水利等项目要加快
推进，在招投标中对民间投资一视同仁，并
尽快推出以工代赈具体措施。二要深化

“放管服”改革。提高民间投资手续办理效
率，将大项目纳入地方重点项目库并加强
用地等保障。各地要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
益，严格履行政策承诺。支持平台经济健
康发展，支持民间资本发展创业投资。三
要鼓励金融机构采用续贷、展期等支持民
间投资。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政府性融
资担保。抓紧推出面向民间投资的不动产
投资信托基金项目。鼓励民营企业市场化
债转股。会议强调，地下综合管廊是城市

“里子”工程，投资潜力大、带动能力强，是
一举多得的代表性项目。要结合已部署的
城市老旧管网改造，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科学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健全收费回
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引导金融机
构发放长期贷款，对项目主体发行信用债
给予市场化增信支持。

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
学家高瑞东对记者表示，此次国常会进一
步强调要支持民间投资，有助于更好支撑
国内总需求，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高瑞东认为，民间投资优势在于
灵活与效率，可以对政府投资形成有效补
充。与此同时，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也
给社会资金提供了更广阔的投资渠道。

“由于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一半以
上，在投资中占大头，对经济拉动效力更强，
辐射面更广，对下一阶段稳投资、促消费、保
就业意义重大。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在发
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的基础上，
充分吸纳社会资本，充分激活民间投资积极
性。”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告
诉记者。

在王一峰看来，发挥民间投资的潜
力，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破除民间资
本进入难题，精准施策、深化“放管服”改
革，做好各类政策保障。此次会议要求，
在“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建设领域，选择
一批示范性项目吸引民间投资，释放了重
要信号。商业性强的社会资本投资增加，
有利于增强基建投资“稳增长”效力，形成
政府和市场共同拉动投资的合力。

美联储28年来最大幅度加息

今年以来共有今年以来共有515515家公司家公司 调入新三板创新层调入新三板创新层

日本日本55月贸易逆差创历史同期新高月贸易逆差创历史同期新高

德国智库预计德国智库预计 今明两年德通胀率将维持高位今明两年德通胀率将维持高位

加力支持民间投资加力支持民间投资
更好扩大有效投资更好扩大有效投资

受隔夜外围市场上涨及惯性上攻的势
头，A股三大股指6月16日集体小幅高开。早
盘围绕前一个交易日收盘点位附近震荡。午
后下跌，北向资金依旧大幅净流入。临近午
市收盘前深证成指和创指涨幅有所扩大。午
后券商股的急挫导致沪深两市出现一波急
跌，沪指快速翻绿，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也一
度 翻 绿 。 至 6 月 16 日 收 盘 ，上 证 综 指 跌
0.61%，报3285.38点；科创50指数涨1.53%，报
1078.95点；深证成指涨0.11%，报12150.96点；
创业板指涨0.4%，报2585.47点。

Wind 统计显示，两市 2981 只股票上涨，
1661只股票下跌，平盘有173只股票。

6 月 16 日，沪深两市成交总额 10808 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的12990亿元大幅减少2182
亿元，为连续第五个交易日破万亿元。其中，
沪市成交5061亿元，比上一交易日6220亿元
减少1159亿元，深市成交5747亿元。

沪深两市共有93只股票涨幅在9%以上，
11只股票跌幅在9%以上。

北向资金稳步加仓，6月16日合计净流入
44.52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入32.54亿元，

深股通净流入11.98亿元。
国泰君安认为，指数有望延续震荡上涨

趋势。美联储加息落地，加息幅度符合市场
预期，短期海外因素扰动有望暂告一段落。
而国内经济基本面要明显优于海外市场，通
胀温和，经济回升预期叠加流动性宽松，以及
稳增长政策加码，有利于反弹行情进一步延
续。而券商、保险等低估值权重板块的启动
将进一步打开指数上涨空间。 本报综合消息

沪深两市涨跌互现沪深两市涨跌互现 成交超万亿元成交超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