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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8A

名称
N福元

德龙激光

英集芯

昱能科技

固德威

和元生物

名称
N联合

津荣天宇

江苏雷利

英诺激光

西域旅游

和顺科技

收盘价
21.05

51.48

30.60

488.00

313.01

27.26

收盘价
27.72

26.57

36.37

30.20

40.50

44.80

涨幅（%）
43.98

20.00

20.00

11.16

10.88

10.81

涨幅（%）
44.00

20.01

19.99

12.94

12.03

11.94

名称
秦安股份

神马电力

金桥信息

奥普家居

泰禾智能

C无人机

名称
*ST吉药

巨轮智能

泰尔股份

银宝山新

摩恩电气

麦趣尔

收盘价
11.94

17.19

8.42

9.27

14.78

53.18

收盘价
1.86

3.29

5.18

7.07

7.71

7.98

跌幅（%）
-10.02

-10.00

-9.95

-7.21

-7.16

-6.70

跌幅（%）
-15.07

-10.11

-10.07

-10.05

-10.04

-10.03

名称
包钢股份

南京银行

和邦生物

江淮汽车

农业银行

招商南油

名称
巨轮智能

长安汽车

爱康科技

京东方Ａ

TCL科技

攀钢钒钛

收盘价
2.35

10.42

4.26

17.16

3.02

4.03

收盘价
3.29

17.32

4.14

3.94

4.79

3.80

成交额（万）
222295

373437

151375

583988

100927

132274

成交额（万）
330354

1249020

179488

128852

139572

9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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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4.33

12.55

12.55

11.83

4.84

1.29

29.96

19.15

涨跌幅（%）
-1.114

-0.460

+0.722

-2.713

+0.424

+4.536

-0.769

+0.201

+2.902

成交量（手）
44557

148797

109879

73886

243246

557958

36578

934385

158208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沪市
昨日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股市动态股市动态

今年以来，多地陆续出台房地产
调控措施。在持续的稳楼市政策助
力下，多地二手房成交量快速恢复。
记者近期对杭州、南京等地楼市调查
发现，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二手房市
场成交温和复苏。

年内杭州陆续出台房地产调控措
施，并因此屡屡占据楼市调控热搜榜，
目前杭州年内已5次下调房贷利率，主
流银行的首套房贷款利率降至4.7%，二
套房贷款利率最低降至5.1%。

5 月 17 日，杭州出台《关于进一步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
知》，明确优化二手住房交易政策。杭
州某房产中介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新政发布后，带看量显著增长，二手房
成交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
年 5 月份，杭州住宅成交超 4100 套，
其中新政前 （5 月 1 日至 5 月 16 日）
日均成交超 90 套住宅，新政后 （5 月
17 日至 5 月 31 日） 日均成交超 180 套
住宅，住宅网签量因受新政影响，日

均提升 83%。另据克而瑞数据显示，
6 月份杭州二手房成交量继续呈现高
涨趋势。

4 月份至今，南京频频调整楼市
政策，不仅多次放宽限购，还通过放
松限售、调整公积金购房政策、增加
多 孩 家 庭 购 房 套 数 等 方 式 松 绑 楼
市。南京某房产中介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6 月份以来，南京二手房交易
量确实在回升。从成交走势来看，
自政策放宽后，市场经历了明显的
上升期。“业主的价格预期也没那么
高 ，部 分 业 主 已 经 主 动 压 低 挂 牌
价。”

除杭州、南京外，成都、苏州等强
二线城市调控放松后，二手房成交同
样明显增长。而在二手房市场回暖
的背后，房贷利率下降是推动力之
一，撬动市场需求释放。贝壳研究院
市场分析师刘丽杰对记者表示，房贷
利率下降叠加部分城市降首付、取消
认房认贷，从实质上提高购房者的购
买力，有助于加快市场成交。6 月上

半月贝壳 50 城二手房日均成交量较
5 月日均水平超过 20%。当前 103 个
城市中超过四成的城市房贷利率高
于下限，未来仍有降息空间，结合 6 月
份以来地方政策的支持力度也在加
强，这有利于 6 月份及下半年市场交
易的修复。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
究员李宇嘉认为，预计包括疫情纾困、
激励楼市，央行降息等政策措施的叠加
效应将在下半年全面显现。房价和销
售的底部已经开始显现。

贝壳研究院认为，根据历来政策
传导的规律来看，市场复苏分为领头
复苏、带动复苏和整体复苏三个阶
段，当前市场走到了复苏的第一阶段
（领头复苏），并向第二阶段（带动复
苏）过渡，即强二线和一线城市领头
修复，普通二线及以下城市预期仍处
于低位。据此推演，今年 8 月份普通
二线城市房价将企稳，年底部分低能
级城市房价将企稳。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记者 魏
玉坤）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日发布数
据，6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回升至 50.2％，在连续 3 个月收
缩后重返扩张区间。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加快落地
生效，我国经济总体恢复有所加快。”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
师赵庆河表示，6月份，调查的21个行
业中，有 13 个行业 PMI 位于扩张区
间，制造业景气面继续扩大，积极因素
不断积累。

产需恢复加快。随着复工复产

持续推进，企业前期受抑制的产需加
快释放，6 月份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
数分别为 52.8％和 50.4％，高于上月
3.1 和 2.2 个百分点，均升至扩张区
间。

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恢
复加快。6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
备 制 造 业 PMI 分 别 为 52.8％ 和
52.2％ ，高 于 上 月 2.3 和 3.3 个 百 分
点。消费品行业 PMI 为 50.9％，高于
上月 0.7 个百分点，消费品行业继续
恢复性增长。

企业预期有所改善。6月份，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5.2％，高于上月
1.3个百分点，升至近3个月高点，企业

信心继续回升。
“虽然本月制造业延续恢复态势，

但仍有49.3％的企业反映订单不足，市
场需求偏弱依然是目前制造业面临的
主要问题。同时，出厂价格指数降至
46.3％，连续2个月位于收缩区间，部分
企业盈利空间受到一定程度挤压，经营
压力较大。”赵庆河说。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表
示，整体来看，6 月份我国经济触底反
弹，回升态势基本确立，但经济恢复
进程中的不平衡问题仍需关注。当
前需要进一步扩大有效需求，落实重
要原材料和基础产品保供稳价，夯实
经济回升动力。

近日，房企密集披露融资计
划，不少房企单笔融资额度超过
百亿元。境内融资利率普遍较
低，部分房企短期融资利率低于
2%。有的房企调低了前期公司
债券融资的票面利率。

融资利率较低融资利率较低
从融资方式看，中指研究

院数据显示，房企融资以公司
债、中期票据为主，部分企业通
过超短期融资券、海外债等方
式获取资金。

从融资利率看，房企在境内
融资利率普遍较低。招商蛇口
6月22日晚间披露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发行结果，本期债券最
终发行规模为18亿元。其中，
品种一发行规模为8亿元，票面
利率为 2.9%；品种二发行规模
为10亿元，票面利率为3.4%。

部分公司短期融资票面利
率低于2%。6月27日，上清所
披露，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
金 额 10 亿 元 ，票 面 利 率 为
1.9%。另外，中电建路桥集团
有限公司于2022年6月23日发
行22中电路桥SCP010，发行金
额13亿元，票面利率为1.95%。

有的房企下调了前期发行
的融资券票面利率。6 月 20
日，上交所披露，建发房地产集
团决定将2019年发行的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二）后3年的票
面利率下调35个基点，即2022
年7月9日至2025年7月8日的
票面利率为3.45%。

不少企业单笔融资金额较
高。6月24日，上交所披露，中海宏
洋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已获上交所受理，债券类别为小
公募，拟发行金额为50亿元。

部分房企融资金额超过百
亿元。6月21日，上交所披露，
中国交建应收账款1号第1-20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已获上交
所受理，债券类别为ABS，拟发
行金额200亿元，原始权益人为
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计划
管理人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部分房企融资期限较长。
以首开股份为例，公司近日披
露关于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的预案，本次债券
的票面总额不超过30亿元（含
30亿元），期限不超过7年（含7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
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开展促销活动开展促销活动
为完成全年目标，房企大

力促销。
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截至5月末，多数房企全年
目标完成率不足 30%，近半数
企业目标完成率不足25%。在
百强房企中，近八成企业前5个
月 销 售 金 额 同 比 降 幅 超 过
30%，近两成企业前5个月销售
金额同比降幅超过60%。

在此背景下，房企积极开展
营销活动。根据机构披露的监
测数据，6月以来，不少房企销
售逐步回暖。业内人士指出，随
着成交量企稳放大，叠加房企融
资端出现好转，房企现金流紧张
的情况有望逐步缓和。

东吴证券研报显示，随着供
需两端政策放松，居民购房信心
逐渐恢复，未来2-3个月房企销
售或出现较为明显的回暖。

本报综合消息

6 月行情即将收官，中国银河证
券、平安证券、东北证券、信达证券等
多家券商 7 月策略观点已经出炉。券
商机构普遍认为，A 股市场有望延续
震荡向上趋势，考虑到中报季即将来
临，业绩将成为影响后市行情的核心
变量之一。在配置方面，继续看好成
长方向，白酒、大金融等价值板块也具
备配置价值。

基本面与流动性支撑基本面与流动性支撑

梳理券商7月策略观点发现，基本
面改善、流动性延续宽松是支撑A股市
场行情继续向好的重要基础。

对于 7 月 A 股走势，平安证券策
略团队维持市场中期震荡向上的观
点，并认为成长股的结构性行情有望
延续。“基本面已经筑底，短期迎来环
比改善，高景气转型产业表现相对较
好；从流动性角度看，年初以来国内
货币政策偏宽松，市场流动性较为充
裕，无风险利率短期仍趋于低位震
荡。”平安证券表示。

对于基本面，东北证券首席策略分
析师邓利军表示，稳增长政策持续发
力，7 月经济修复的确定性相对较高。

考虑到外部风险依然存在，预计7月行
情将呈现反弹后震荡，核心变量是中报
业绩和机构资金。

6 月 29 日，A 股市场整体回调，主
要股指跌幅均超过 1%。不过在中国
银河证券策略分析师蔡芳媛看来，当
前市场并不怕下跌，因为下跌即是机
会，建议用平常心看待市场震荡。临
近年中时点，A 股反弹了一段时间之
后将进入分化期。7 月上市公司的中
报业绩开始披露，业绩驱动将成为市
场的核心主导因素，建议投资者将目
光更多回归行业本身，布局业绩确定
性强的赛道及行业。

在信达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樊继
拓看来，A股整体上已经反转。在风格
层面，股市资金活跃度和风险偏好会有
一定程度的回归，成长板块估值有望出
现季度级别的技术性反弹。一旦房地
产销售数据出现改善，那么，稳增长预
期将变为经济回升预期，消费等超跌板
块将会有所表现。

把握成长方向把握成长方向

对于 7 月市场配置方向，梳理发
现，成长方向仍是券商机构的“心头

好”。
平安证券策略团队看好高景气

和困境反转两条主线。一方面，本轮
反弹仍以成长板块的结构性行情为
主，建议关注业绩高景气的风电、光
伏等新能源产业链，以及汽车智能化
和电动化产业链等；另一方面，此前
明显受压制的行业有望边际修复，场
景消费将逐渐好转。

邓利军建议投资者沿着三条主
线进行布局。一是中报业绩较好且
机构偏好的成长方向（包括周期成
长），如军工、有色、化工、电新等行
业，可重点关注；二是从超跌修复角
度看，关注受益于政府采购、政策放
松和疫后修复的计算机、传媒、消费
等行业；三是从政策导向角度看，关
注新旧基建相关的地产、建筑建材，
以及消费端的家电、汽车等板块。

蔡芳媛认为，投资者7月应把握复
苏契机，均衡配置成长与价值。建议战
略性布局汽车、半导体、电新等高景气
板块，以及白酒、医药、农业、大金融等
具有较强防御性的板块，均衡配置，把
握中长期投资机会。

本报综合消息

多地二手房成交温和复苏
房企密集披露融资计划房企密集披露融资计划

早盘A股三大指数走高，沪
指涨超1%，再度站上3400点关
口，深成指、创业板指涨约2%。
旅游股掀涨停潮，华天酒店、张
家界、云南旅游、桂林旅游、丽江
股份等近 10 股封板。食品饮
料、乳业、白酒等消费股集体大
涨，三元生物、驾贡酒等多股涨
停。此外影视、CRO、风电、光
伏设备等走势活跃，汽车、种业
等板块调整。午后指数高位震
荡，光伏板块继续活跃，TCL中
环涨停创新高；半导体板块冲
高，英集芯等涨停；新冠药概念
异动，华润双鹤涨停；民爆板块
持续活跃，壶化股份等涨停。整
体看，个股呈现普涨态势，两市
超2800股飘红。盘面上，旅游、
酒店餐饮、食品加工等板块涨幅
居前，汽车整车、种业、汽车零部
件等板块跌幅居前。

截至收盘，沪指涨1.1%，深
成 指 涨 1.57% ，创 业 板 指 涨
1.52%。两市成交连续第六个

交易日破万亿。沪指本月累计
涨 6.66%，创业板指涨 16.86%，
深成指涨 11.87。几大主要指
数上半年均为下跌，沪指上半
年探底回升跌6.63%，创业板指
上半年跌 15.41%领跌各大指
数，深成指跌13.2%。

疫后复苏题材强势爆发，影
视院线、旅游、休闲食品、酒店餐
饮等板块大涨。兴业证券认为，
2022 年下半年的消费板块布
局，可以聚焦两条困境反转线
索：疫后复苏+稳增长。疫后复
苏方面，受益于疫情改善，出行
及线下消费场景修复，出行-线
下消费链条下半年大概率景气
反转，汽车等板块的复工复产也
在推进。稳增长方面，随着疫情
缓解，促消费、房地产边际放松
等稳增长政策落地性更强，在提
振情绪的同时增厚相关消费板
块业绩。 本报综合消息

沪指跌沪指跌66..6363%% 创业板指跌创业板指跌1515..4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