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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纳斯达克指数为 3月

份美股暴跌以来最差表现，信息

技术板块市值一周蒸发 3.78 万

亿元人民币。蒸发金额居前的公

司有苹果公司、亚马逊、微软公

司和谷歌， 分别蒸发 1532亿美

元 、894 亿美元 、773 亿美元和

478亿美元。以海天味业 5222亿

人民币计算，苹果上周损失市值

接近两个海天味业市值。

“资金出逃科技股，这是发

生在上周美股的市况。 大 A ?

况也差不多，上周跌幅居前 15

家公司中， 有 7 家公司为科技

股，如北方华创、深南电路、紫

光股份、闻泰科技等，而涨幅居

前的以周期股居多，如汽车股、

工业股、电气设备等。但本周大

A 受到消息面影响， 科技股明

显走强。 ”高?说。大 A 的科技

股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 很多

具有真核技术的科技股跌幅超

过了 30%，不反弹没有道理。

“昨天 A 股科技板块止

跌明显，科创板龙头品种中微

公司还上涨了 7.15%。 ”华风

道。

“不仅只是科创板。 昨天

C2M 概念也走强， 赛摩?能、

酷特?能大涨 20%。 还有光刻

胶板块也表现强势，蓝英装备、

光华科技、安集科技、芯源微、

容大感光等都有拉升动作。”高

?说。 有消息称阿里成立迅犀

科技提供工业互联网及 C2M

业务，C2M 概念全天领涨。

“中国现在最大的变化就

是全社会在跟科技赛跑， 每天

都有这方面的新闻在二级市场

中成为热点。”娇娇一副很钦佩

的样子。

“不久前，新一轮国家中长

期科技发展规划发布， 意味着

国家在重要领域将适度超前布

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

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

技术创新攻关， 这些重磅信息

将持久地刺激二级市场科技板

块再上新的台阶。 所以对相关

科技龙头品种，只要耐心持有，

踏准节奏， 哪怕不厌其烦多做

几次波段， 获取较大收益的概

率也是稳稳的。 ”郁教授道。 科

技部正在组织编制面向未来

15 年的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

五”科技创新规划，加强科技改

革发展的顶层设计。

“我觉得现阶段大家要重

新挖掘科技板块， 因为近期很

多人把太多资金放到了炒作创

业板 20%概念上， 如果这波炒

作退潮， 资金会重新回到其他

板块，科技股就会重续升势。 ”

高?说。他认为，已经经过充分

调整的软件股、信息安全股、芯

片股都是好标的。

今日仓位：50%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 15 日从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经国务

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公布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

除延期清单，对《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关于第一批对美加征关

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2019〕6号）中的

16 项商品，排除期限延长一年，

自 2020 年 9月 17 日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继续不加征我为反制

美 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

据新华社报道

15 日 A 股延续升势，主要

股指继续走高，上证综指上行逼

近 3300 点。两市成交有所萎缩，

总量降至 7300 亿元以下。

当日上证综指以 3277.13

点小幅低开，早盘下探 3263.75

点后开始震荡上行，逼近 3300

点整数位。摸高 3297.69 点后，

沪指收报 3295.68 点，较前一交

易 日 涨 16.87 点 ， 涨 幅 为

0.51%。

深证成指收报 13143.46 点，

涨 121.47 点，涨幅为 0.93%。创

业板指数收报 2595.15 点，涨幅

为 0.88%。中小板指数表现稍强，

涨 1.26%至 8760.73 点。

尽管股指走升，沪深两市仍

有 1900 多只个股收跌，略多于

上涨数量，50 多只个股涨停。沪

市迎来新股 N沿浦，首日涨幅约

为 44%。

沪深两市未能延续放量格

局，分别成交 2518 亿元和 4738

亿元，总量降至 7300 亿元以下。

据新华社报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

织）14 日发布新闻公报说，今年第

二季度，大多数二十国集团（G20）

成员经济都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

中国是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成

员。

经合组织表示，受新冠疫情影

响，第二季度G20 整体经济环比下

滑 6.9%，程度远超 2009 年第一季

度国际金融危机深重时期 1.6%的

降幅。

根据公报，第二季度，中国经济

环比增长 11.5%，G20 其他成员经

济环比平均下降 11.8%。其中，印度

经济降幅最为明显，环比下滑

25.2%；英国经济环比下滑 20.4%；

墨西哥和南非经济环比分别下滑

17.1%和 16.4%；韩国和俄罗斯经

济降幅较小，均为 3.2%。

按同比计算，G20 整体经济继

第一季度下滑 1.7%后，第二季度继

续下降 9.1%。在G20成员中，中国

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 3.2%，印度

则成为同期经济增长最疲软的国

家，降幅为 23.5%。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第

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3.2%，

环比增长 11.5%。另据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的数据，8 月份，中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5%，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增速比 7 月份加快 0.8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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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 14日发布新闻公报

G20中仅中国实现二季度经济正增长

三星 Galaxy Note20系列办公、娱乐双升级
打造高效、高质时代全新体验

2020年 8月，三星新

一代 5G ?能旗舰手机

Galaxy Note20系列正式

登陆国内。作为三星旗下

生产力和高性能的代表，

全 新 的 三 星 Galaxy

Note20 系列凭借其标

志性的 S Pen、 升级的

三星笔记、 拥有专业级

体验的相机等功能特

点， 为专注工作与热爱

生活的用户带来了高

效、高质的全新体验。

工作中，准确无误的会议纪要、灵光乍现

的创意思路、重要工作的时间节点，是每个职

场人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单凭

脑力记忆，在繁忙的工作节奏中，或许很难有

人做到 100%准确。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

如烂笔头”，手边常备笔和本已成为了很多

职场精英们的工作习惯。而如果这个习惯可

以变得更加便捷易用的话，相信对于职场精

英们将会更加事半功倍。

三星 Galaxy Note20 系列正是让这一

良好工作习惯变得更加高效便捷的关键。其

增强型 S Pen，让职场精英们在记录任何重

要信息或工作时，都可以像使用真实纸笔一

般随时书写，并且即使手机在息屏状态下，也

可利用“息屏快写”功能完成记录。若是记录

会议纪要，职场精英们还可使用三星笔记并

开启“语音标签”功能，在书写笔记时同步录

音，这样在会后回顾时，即可点击笔记内容直

接跳转至对应的音频片段。此外，若担心临时

记录的内容丢失或查找不便，自动保存与同

步功能，还可让职场精英们在登录同一三星

账号的设备上跨设备浏览或编辑；或可利用

如 PC般的文件管理方式，更加便捷地查找

文件。

从工作切换到生活中，记录生活点滴、定

期学习充电、闲暇娱乐一番，也是很多热爱生

活的朋友在日常中的主要组成部分。通勤路

上，随手拍下川流不息的人群，或录制一段今

日的心情，都可以通过三星 Galaxy Note20

系列的专业视频模式轻松搞定。三星DeX无

线模式还可轻松将手机与电视相连，让用户

通过投屏的方式边为知识充电，边用手机记

录笔记。强劲的性能，则可让用户随时随地畅

玩游戏大作，尽情释放激情活力。

三星Galaxy Note20 系列的到来，为专

注工作和热爱生活的朋友带来了更加尽情尽

兴的体验。如果你也向往这款产品带来的高

效与高质的生活方式，现在即可登录三星网

上商城或前往线下门店进行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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