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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大 A 冲高回落， 上证指
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累计
下跌 0.10%、1.88%、1.93%。但数据
显示， 上周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
179.59 亿元， 其中沪股通资金净
流入 44.87 亿元，深股通资金净流
入 134.72 亿元。 北向资金对 716
只个股进行加仓， 对 930 只个股
进行了减仓。

从市场表现情况看， 北向资
金加仓股数前十的个股中， 仅有
中国石油、金风科技（002202）、东
方盛虹 （000301）下跌 ，其他 7 只
个股均上涨，TCL 科技涨幅最大，
上涨 24.77%。

“上周北向资金持仓市值增
加额居前十的个股均被加仓，招商
银行、潍柴动力、TCL 科技、中国
平安、兴业银行、三一重工、京东方
A被北向资金加仓超 2000万股。 ”
高智说。 上周大 A连续回落整理，
但 5 个交易日北向资金天天都在
买买买：1 月 11 日净流入 8.94 亿
元，1月 12 日净流入 84.45 亿元，1
月 13日净流入 27.12亿元，1月 14
日净流入 51.07亿元，1 月 15 日净
流入 8.01亿元。

“上周北向资金对 32 只个股
的持仓市值减少超过 5 亿元，其
中就有对五粮液 （000858）、贵州

茅 台 （600519）、 海 天 味 业

（603288）持仓市值的减少 ，而立
讯精密（002475）也被减仓超 1500
万股。 ”华风道。从历史上看，北向
资金是很善于做波段的。 他们不
是不看好这些股票的后市， 而是
冲得太高时，就会有减磅的动作。

“你上周买的新国都(300130)今
天赚钱了。 ”娇娇突然对劳七桃说。

“是的， 你们买的江航装备
(688586)一开盘冲势也不错。我说
了只要有良好的心态， 在大 A 中
攫取 1%差价还是比较容易做到
的。 ”劳七桃笑呵呵地回答道。 连
北向资金都懂得多做波段， 作为

小散更应该脚底抹油快进快出。
“今天抛掉后，准备买什么？ ”

娇娇问劳七桃。
“听华风的。 ”劳七桃把球派

给华风。
“你抓短线票水平也可以啊，

为什么一定要听我的。 ”华风嘴上
这么说， 但还是很开心地跟大家
分享了当天买的短线标的 ：以
2.89 元价位买进 1 万股首创股份
（600008）。

“好，我来跟点。 ”劳七桃和娇
娇不约而同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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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
101.6 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突
破百万亿元，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

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
大台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
义。”宁吉喆说。

以经济实力为例，几个“世界
第一”见证我国社会生产力达到新
的水平：2020 年，粮食总产量创历
史新高，持续居世界第一；220 多种

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
增加值预计连续 11 年居世界第
一；高速铁路营运总里程、高速公路
里程、5G 终端连接数均居世界第
一……
看到成绩，也要直面挑战。宁吉

喆强调，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是
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
距；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国情没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依然突出，创新能力仍不适应
高质量发展要求……
“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

目标，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还需要艰苦奋斗，不懈努

力。”他说。

宁吉喆表示，尽管疫情给经济发
展带来一定影响，我国坚定不移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
增长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2020年
经济“成绩单”含金量十足：

———创新第一动力持续增强。
2020 年 1 至 11 月，规模以上战略
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8.6%，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 7 个百
分点；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
成电路产量高位增长……

———协调内生特点日益凸显。

产业结构转型迈出新步伐，全年装
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 6.6%、7.1%；需求结构调整
取得新进展，高技术产业、社会领域
投资均比上年增长 10%以上……

———绿色发展底色相当亮丽。
全年单位 GDP 能耗下降，天然气、
水核风光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
源消费总量比重同比提高 1 个百
分点；环境质量改善明显，全年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浓
度比上年下降 8.3%……

———开放必由之路十分开阔。
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萎缩背景下，
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
资双双实现正增长，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加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
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

2020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下降 3.9%，全年呈负增
长，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未来怎样激
发消费潜力？
对此，宁吉喆表示，尽管全年消

费增长为负，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逐季回升，三四季度增速
已转正，且接近前几年正常水平。
此外，尽管受疫情冲击，但最终

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达 54.3%，高
于资本形成总额 11.2 个百分点，为
近年来最高水平。“消费仍然是经
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他说。

“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有效控
制，消费需求的动力也将进一步恢
复。”宁吉喆说，从 2021 年情况看，
支撑经济稳定恢复的有利因素较
多，我国经济有基础也有条件延续
稳健复苏态势。下一步，将继续在提
高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消费政策、改
进消费环境等方面发力，努力开拓
更多消费增长点。

民生大于天。“成绩单”是否真
正靓丽，关键体现在百姓获得感上。
在宁吉喆看来，回顾过去一年，

民生保障可以说“有力有效”，重点
体现在就业扩大、价格总体稳定、收
入继续增长三方面。

比如城镇新增就业 1186 万
人，比预期 900 万人的目标增长明
显；年初上涨较快的猪肉价格在四
季度出现明显回落，整个食品价格
也呈回落态势；居民收入增长从年
初的-3.9%到四季度的 2.1%，逐季
好转，好于预期，实现了与经济增长
的基本同步……

未来保障民生还会出哪些实
招？

宁吉喆说，要进一步推动经济
稳定恢复，加强重点群体就业帮扶，
进一步稳定就业，做好保供稳价工
作，加强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扎
实做好保市场主体工作，巩固城乡居
民收入增长基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推动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GDP破百万亿元意味着什么？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权威解读 2020 中国经济“成绩单”

据新华社电

GDP 破百万亿元！国家统
计局 18 日出炉的 2020 中国经
济年报，不仅见证中国经济发
展迈上新台阶，也在极不平凡
年份下交出一份高含金量的

靓丽答卷。
GDP 破百万亿元意味着

什么？ 经济含金量高在哪？ 消
费全年负增长怎么看？ ……在
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围

绕热点关切，权威解读中国经
济“成绩单”。

1月 12 日，在福建省福清市的福耀玻璃集团汽车玻璃生产车间，机械手在
生产线上作业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