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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盘工作室

洗栏目

属于财经纪

实小说 ，如

有雷同 ，纯

属巧合。风 雨

注册地位于西安的朱雀基

金，在 9 ? 11 ?宣布举牌一家总

部位于西安的军工股――铂力

特，也是科创板开板以来首次被

举牌的公司。

西安是多种军机的研发制造

基地，也是大 A军工股的大本营。

西安本地军工股包括三角防务、

雷科防务、天和防务、铂力特等，

铂力特的 3D 打印业务也多与飞

机相关， 铂力特目前主要客户涵

盖各大军工集团， 收入占比超过

50%，属于典型的军工企业。 多家

机构指出， 军工股最近的调整带

来配置机会，继续看多军工板块。

“朱雀基金与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 400 ?股铂力特，占该

公司总股本的 5%，持股比例已达

举牌线。 但是市场对这消息好像

并不激动，股价没有连续拉升。 ”

高智说。

“但这两天科创板好像开始

重新抗跌了。 ”娇娇说。跌跌不休

数?的科创板似乎已经有了止

跌迹象。

“科创板止跌， 一是因为近

期下跌得较惨，很多个股跌幅超

过 30%以上 ， 二 是 首 批 科 创

50ETF 已正式获批，势必将吸引

部分资金提前入场布局，为科创

板行情提供重要支撑， 因而，科

创板阶段性出现底部走势，是可

以理解的。 ”高智解释道。未来伴

随科创 50ETF 及其联接基金的

陆续上市，科创板将再迎资金支

持，科创牛值得期待。

“有止跌迹象的个股还真不

少。 像中微公司、杰普特、大华股

份近期都有大幅回落，但目前有

了止跌趋势。 ” 华风道。 8 ? 20

?，大华股份与浙江数智未来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 ，在城市服务 、城市生活等

城市数字化转型领域建立深度

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探索超级菜

场 、 专业市场等相关场景的建

设 、经营及管理创新 ，协同发展

为城市治理和民生服务赋能。

“大华股份先是涨停， 然后

又大幅下挫 ，猴性十足 ，这种股

票难把握。 ”娇娇不屑于纯技术

的追涨杀跌。

“大华股份是一只典型的科

技股， 是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

随着 5G、?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多维感知等多种先进技术的

发展和助力，行业内涵已经从视

频监控延展到以视频为核心的

智慧物联产业 ， 行业边界被打

破，视频行业焕发出全新的生命

力。 我们相信也正是基于对视频

赛道前景和空间的认同，一些企

业纷纷入局。 ”高智回答。

该股前天涨停，昨天差点跌

停 ，且还放出巨量 ，是洗盘还是

机构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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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加快撤华？外国商会最新报告可不这么看

国家发改委：

外企在华投资信心没有改变
据新华社报道

针对“外资撤离论”，国家发展

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16 日援引

两份主要外国商会的最新报告说，

外资企业长期在华投资经营的信心

并没有改变。

孟玮在当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说，9月 9日，上海美国商会

发布报告称，大部分企业持续看好

中国市场，78.6%的受访企业表示

不会转移在华投资，较去年提升 5.1

个百分点；9月 10 日，中国欧盟商

会发布报告称，欧盟企业在华投资

情况总体稳定，只有 11%的受访企

业考虑外迁或改变投资计划，接近

10年来最低水平。

“这些数据都进一步显示，外

资企业长期在华投资经营的信心并

没有改变。”她说。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今年全球

跨境直接投资大幅下降。我国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利用外资形势逐步回稳。商务部

数据显示，1至 8月，我国实际使用

外资 6197.8 亿元，同比增长 2.6%；

8月当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841.3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孟玮表示，近年来，受要素成本

上升等影响，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

部分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调整生产布

局。“应该讲这一现象属于正常的

市场行为。”

她说，我国将进一步深化对外

开放，稳定外商在华长期发展信心，

重点抓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

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外商

投资项目服务保障、优化外商投资

环境等方面工作。

晨报记者林劲榆报道 昨日是

新一轮油价调整的第八个工作日，

从目前国际油价的走势来看，周五

晚上，国内成品油将迎来又一次大

幅下跌，每箱油有望降价 15 元左

右，足够吃碗面了！

根据卓创资讯的数据，截至隔

夜收盘，原油变化率为 -9.27%，预

计下调油价 370 元 / 吨，原油价格

WTI 收盘报 38.28 美元 / 桶，布伦

特 40.53 美元 / 桶，比前一日略有

上涨。当前综合原油均价低于 40

美元 /桶。

如果单纯计算油价跌幅来看，

目前原油价格变化折合升计算为下

调油价 0.30 元 / 升 -0.35 元 / 升。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地板价很

有可能重现，这就意味最终成品油

调整的幅度可能低于预期，但降价

基调不会变化。

油价国际方面，OPEC 月报认

为由于需求疲软，页岩油产量复苏，

石油价格前景将趋弱，同时预计

2020 年全球原油需求下滑 946 万

桶每天。

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

孟玮 16 日说，1 至 8 月我国发电

量和用电量同时首次迎来累计增

速由负转正。

孟玮在当天召开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说，从发电量看，前 8 个

月累计同比增长 0.3%；同期，用电

量累计同比增长 0.5%。

8月当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发电量快速回升，同比增长 6.8%，

增速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其

中，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

发电同比分别增长 6.2%、8.9%、

0.9%、18.7%和 2.1%。同期，全国全

社会用电量 7294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7.7%，增速比上个月提高 5.4

个百分点。其中，一二三产用电量

同比分别增长 12.1%、9.9%、7.5%，

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1.2%。

分地区看，8月份，有 29 个省

份用电正增长。前 8个月累计看，

有 20个省份实现用电量正增长。

另一个经济运行实物量指

标———货运量，同样表现良好。孟

玮说，8月份，我国全社会货运量

同比增长 4.8%，增速较上月加快

1.9 个百分点，连续 4个月正增长。

全国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 6.5%，

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7.2%，

继续保持较快增速。

客运方面，孟玮表示，二季度

以来全社会客运量逐月回升，8 月

份日均客运量达到 3168 万人次，

比上月日均客运量增长 10%。

据新华社报道

经过一年来持续推进，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取得

了重要成效。LPR已成为银行贷

款利率的定价基准，市场利率也

随 LPR报价逐步下行，货币政策

操作向贷款利率传导的效率明显

增强。

“1 万元贷款一天利息大约

1元钱，融资成本的下降给我们

很大支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道里区的个体工商户齐丹告诉记

者，近期她从建行顺利拿到了

150 万元贷款，贷款利率为

3.8525%。

像齐丹这样，有不少个体工

商户和小微企业申请到利率在

4%以下的贷款。中国建设银行相

关人士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建行

已两次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实施

利率优惠，累计下调 0.75 个百分

点，湖北地区小微企业信用快贷、

个体工商户抵押快贷等贷款利率

下调 1个百分点。

银行主动降低利率、让利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背后，是

我国货币政策的精准导向，以及

LPR下行的有效传导。8月 20日

发布的 1 年期 LPR 为 3.85%，较

改革前的 2019 年 7 月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8月一

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5.43%，

较去年 7 月下降了 0.67 个百分

点，超过 1年期 LPR的降幅。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

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增刊称，这反映了 LPR改革增强

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提高贷

款市场竞争性、促进贷款利率下

行的重要作用，通过 LPR改革打

破利率传导机制障碍、促进降低

贷款利率的成效显著。

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

金融部门通过降低利率已为市场

主体减负 4700 亿元。其中，LPR

下行引导贷款利率下降减负

3540 亿元。

目前，LPR 已经成为银行贷

款利率的定价基准。一方面，金融

机构绝大部分新发放贷款已将

LPR 作为基准定价；另一方面，

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

已于 8月底基本顺利完成。

记者从人民银行了解到，截

至 8 月末，全国金融机构累计转

换存量贷款 67.4 万亿元、8056.4

万户，转换比例为 92.4%。其中，

91%转换为参考 LPR定价。

值得关注的是，存量个人房

贷转换工作牵涉面广，与居民利

益密切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8月

末，存量个人房贷累计转换 28.3

万亿元，涉及 6429.7 万户。转换

过程中，存量个人房贷利率保持

平稳。94%的存量个人房贷转换

为参考 LPR定价，可从下一个重

定价周期开始享受 LPR 下降带

来的政策红利，减少利息支出。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增刊指出，随着 LPR运用占比显

著提升，贷款利率隐性下限被

“完全打破”。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随

着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的完

成，LPR 变动可影响到绝大部分

贷款，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进一

步提升，为未来贷款基准利率淡

出、深化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创

造了有利条件。

上海美国商会近日发布报告：去年 78.2%受访在华美企盈利。 /?觉中国

[?关新闻]

? 8?月我国发电量、用电量累计增速均首次“转正”

油价本周或迎大跌

一箱油能省 15元

LPR已成贷款定价基准

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