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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市场又爆出 “杀猪

盘”，震惊了大 A?

原来前天嘉友国际一开盘

就迅速拉升至涨停， 但很快就

跳水翻绿直接闪崩跌停， 短短

10 分钟时间从涨停到跌停，股

价也创出近两个月以来的新

低? 昨天又是一个跌停?

值得注意的是，嘉友国际自

今年 3 月 23 日达到阶段低点

17.38 元/股后一路上扬，至前天

早盘创下 34.32 元高点，区间涨

幅近一倍?深陷其中的做盘机构

也许急于想了结离场，所以才有

了“黑嘴”吹票? 该股闪崩后，有

股友在股吧里透露，有“老师”让

前天早上以涨停价格全仓挂单

买入? “老师” 表示抢筹时间很

短，务必在收到消息后 2 分钟内

快速完成，挂单后截图给登记人

员， 保证 9 点 30 分开盘后第一

时间成交，拉升封板?

“根据网友的描述，不少投

资者是被一位叫‘林蓉’的老师

荐股做局中招的? 根据股友爆

料 ，这位 ‘林蓉 ’老师前天早间

发布消息称嘉友国际开盘会拉

升封板，诱骗投资者全仓买入，

并要求投资者在抢到筹码后 ，

报备买入持仓截图， 这行为明

目张胆地触犯了法律底线? ”高

智说? 近期疑似骗局频频发生，

在暴跌前，都有所谓“老师”利用

股吧、抖音、微信群等社交平台

强力推荐某只个股，不少投资者

听信后买入被套，损失惨重? 包

括我乐家居、路畅科技、嘉美包

装、泰嘉股份、中源家居、松霖科

技等多只股票都发生疑似杀猪

盘的骗局?日前贵阳市公安局还

披露，贵阳市、区两级公安机关，

成功对一“杀猪盘”类跨国特大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进行了

全链条打击，该案涉案金额超 2

亿元? 截至目前，警方先后抓获

70 名团伙犯罪嫌疑人?

“今年上半年结束时，嘉友

国际账上有 10129 名股东，即使

昨日跌停，该国自 3 月以来涨幅

依然超过 60%?但对于前天冲进

来抢涨停板的投资者来说，就是

实实在在的损失了，他们非但没

有赚到钱，还给人当了高位接盘

侠?”郁教授道?前天该股巨幅放

量，换手率高达 26.36%，显然有

资金趁机在高位出逃了?

“我坚信这位叫‘林蓉’的老

师大概率不是真名，只是在网上

招摇撞骗的一个假名而已? ”高

智很自信地说?

今日仓位：50%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 15 日发布公告

称，开展 5000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操作和 500 亿元 7天期逆

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10

月 16日有 2000 亿元MLF到期。

央行 15日发布公告称，为维护

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当日开

展了 5000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 （含对 10 月 16 日

MLF到期的续做）和 500亿元逆回

购操作，充分满足了金融机构需求。

其中，MLF 操作期限为 1 年，

中标利率为 2.95%，与前次持平；逆

回购操作期限为 7 天，中标利率为

2.2%，与前次持平。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表示，本月央行通过MLF 超额续

做，向银行体系投放了中长期流动

性。央行已连续三个月超额续做

MLF，这是由于四季度银行压降结

构性存款任务依然较重，需要寻找

稳定的替代性资金来源，对MLF

需求较大。

当日银行间市场除 1 个月期

限利率下行，其他期限利率有所上

行。15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

放利率（Shibor）显示，隔夜、7 天

期、14 天期、一年期利率分别为

2.063%、2.191%、2.171%、3.057%，

较上一个交易日分别上行 10.1 个、

5.5 个、11 个和 1.2 个基点。

记者 曹西京

晨报讯 昨天中午，深交所微

博就早间大面积卡单现象回应表

示，“今天上午 9点 15 分，部分证

券的委托确认、成交确认回报缓慢，

经处理，9点 47分恢复正常。期间，

委托接收、交易撮合、行情发布均正

常。由此对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

歉意。”

早上，众多投资者在微信群或

社交媒体反馈，自己的股票交易系

统有问题，出现多次点击仍无法撤

单现象。“所有券商都一样，上交所

的股票没有这样的情况。”

早盘开盘后 A 股出现一波跳

水，而交易无法撤单也急坏投资者，

纷纷在社交平台反馈。此外，今日金

龙鱼登陆创业板，因A股大面积卡

单，有中签网友早间微博喊话：“我

的N金龙鱼怎么卖不出去？”

有投资者称，因深交所技术原

因，9 点 20 分开始，交易订单可正

常发出，但无法及时获取成交回报

和确认数据。约一小时后恢复正

常。

记者 曹西京

晨报讯 上海是国资国企重

镇。10 月 15 日，2020 年“上海国

企开放日”启动仪式暨“国企历史

穿梭机”主题联动开放活动，在东

方国际集团下属上海纺织博物馆举

行。本次系列活动自 10月启动，将

一直持续开展，市国资委系统各企

业集团将设立并常态运行 50 个开

放点，如地铁博物馆、永安百货 7

楼绮云阁、上港邮轮城等，让市民走

进展馆和论坛、走进工程和车间、走

进科研园区和服务窗口，了解国企。

据悉，“上海国企开放日”活动

将采取点开放与云开放相结合的形

式开展。“点开放”有四期主题开放

活动。其中，15日全市 15处国有企

业博物馆、展览馆等举办第一期

“国企历史穿梭机”主题联动开放

活动，共同回顾上海城市发展历程。

后续，全市 30 余个点位将为市民

呈现别具特色的开放活动，包括：

“体验国企硬科技”将通过开展

国企科技“小课堂”等形式，普及科

学知识， 让市民一览科技创新的最

新成果；

“身边的国企服务”将让市民感

受服务窗口的服务流程、 特色亮点

和创新举措；

“国企与衣食住行”则设计安排

“衣、食、住、行”参观路线，通过开放

生产现场、工程项目等，让市民了解

产品制造全过程和城市建设发展进

程?

“云开放”方面，市国资委将推

出“上海国企开放日”电子地图，呈

现国企开放日常态化开放点位。通

过电子地图公众不仅能了解开放点

的分布情况，还能通过云相册看到

各个场馆的画面，查询了解开放时

间，动动手指预约参观，合理安排参

观时间，规划参观路线，开启云上打

卡之旅。

在各个“上海国企开放日”开

放点，将免费发放一定数量的足迹

本，市民可凭此足迹本中的参观券

前往指定的上海国企开放点免费参

观，享受开放点位的盖章打卡、场馆

介绍、活动体验、互动交流等。

前期市国资委已通过人民意见

征集渠道收集了部分对“上海国企

开放日”活动的建议；活动开展期

间将继续采取现场交流、问卷调查

等方式听取意见和建议，征集“国

企发展金点子”，邀请市民为国资

国企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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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据，9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1.7%，涨幅比上月

回落0.7 个百分点。1至 9月，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3.3%。

数据显示，9月份，食品价格同

比上涨 7.9%，涨幅比上月回落 3.3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1.69 个

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25.5%，涨幅比上月大幅回落 27.1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0.1%转为持平。非食品中，医疗保

健价格同比上涨 1.5%，教育文化和

娱乐价格同比上涨 0.7%，交通和通

信价格同比下降 3.6%。

从环比看，9 月份 CPI 上涨

0.2%，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

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董莉娟分析，9月份，各地积极落实好

“六稳”“六保”政策和常态化疫情防

控措施，市场供需状况总体稳定。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9 月

份，国内工业生产和需求稳定恢复，

工业品价格继续回升。从环比看，全

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9月CPI同?上涨1.7% ?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

上海这 50个国企开放点等你打卡
2020 年“上海国企开放日”暨“国企历史穿梭机”主题联动开放活动昨启动

深市交易大面积卡单，深交所回应

央行开展 5000亿元MLF和 500亿元逆回购操作

上海纺织博物馆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上海工业发展的轨迹 /?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