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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假期间， 特斯拉宣布

上海超级充电桩工厂正式建成

投产，代表着世界领先水?的第

三代超级充电桩(V3)正式下线。

该项目投资约 4200?元， 占地

面积近 5000?米，集研发、生产

于一体，初期规划年产能 1?根

超级充电桩，主要为 V3产品。

目前， 特斯拉在华开放的

超级充电站已突破 730站，充电

网络覆盖 300个以上城市，形成

了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的大型充

电网络，特斯拉 V3 超级充电桩

已经在上海、广州、北京三地正

式开放运营， 并加速铺向全国。

有券商认为，随着新基建、建站

补贴等政策加码，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有望快速推进， 预计 2020

年~2025 年累计市场空间超千

亿。目前行业整体呈现明显的头

部效应，推荐充电模块、充电桩

等新能源汽车充电硬件环节以

及充电运营服务环节。

“超千亿的市场规模也推

动相关企业加速布局。 A股中，

充电桩板块的概念股共 34 只，

市值合计 3313亿元。 国电南瑞

是其中唯一市值超千亿的大市

值股，市值不超过百亿的小市值

股票多达 28只。 ”华风说。 新能

源车产销量提升后将进一步倒

逼充电设施投资加速，随着补贴

由购车向充电环节倾斜，社会主

体投资积极性也显著提升。

“去年底，天汽模有过一波

行情，后来就回调了。 从市场表

现来看， 充电桩概念股过去一

段时间整体回调幅度较大，仅 6

只概念股 2021 年以来股价上

涨，同期的下跌股多达 28 只。 ”

高智说。 不过北上资金还是蛮

看好充电桩板块的， 龙头股特

锐德、许继电气、国电南瑞等均

有大幅加仓， 加仓力度分别为

67.5%、13.93%、2.99%。

“从盘口看，很多前期抱团

的白马股都开始回调了， 不知

道回调后还能不能上车？ ”娇娇

问。 春节假期后的首个交易日，

上证指数开盘直接跳空突破

3700 点，创 5 年半来新高；而受

权重股集体回落影响， 创业板

指一度盘跌逾 3%， 前 10 大权

重股全线漂绿， 但盘中上涨个

股仍占多数。

“股指虽然冲高回落，但个

股涨幅在 5%以上的有几百只，

说明市场存在热点切换的可

能， 我不建议马上就重新上车

白马蓝筹， 那些低位刚启动的

个股更值得关注。 ”春节前，高

智提醒说， 有不少上市公司迎

来了机构调研的队伍， 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机构为

了节后的调仓换股做准备。 他

相信， 通过今天股指的大幅波

动， 不少中小市值被错杀的个

股有机会踏上价值回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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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涨跌互现
沪指3700点得而复失
据新华社报道

牛年首个交易日，A股高开低

走，沪深股指涨跌互现。其中上证综

指 3700 点整数位得而复失，尾盘

小幅收涨。创业板指数跌逾 2%。

受春节期间外盘股市走强带

动，上证综指 18 日开盘冲破 3700

点整数位，报 3721.09 点。盘中沪指

摸高 3731.69 点后开始震荡回落，

午后下探 3663.66 点，尾盘收报

3675.36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20.27

点，涨幅为 0.55%。

深市三大股指悉数收跌。深证

成指收报 15767.44 点，跌 194.81

点，跌幅为 1.22%。创业板指数表现

疲弱，跌 2.74%，收盘报 3320.14

点 。 中 小 板 指 数 跌 1.13% 至

10675.34 点。

科创 50 指数收报 1429.74

点，跌幅为 0.51%。

沪深两市个股普涨，百余只个

股涨停。

绝大多数行业板块收涨。有色

金属、贵金属板块涨幅领先，海运、

煤炭业、石油燃气板块紧随其后。告

跌板块中，白酒板块表现最弱。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4835 亿元

和6016亿元，总量接近1.1万亿元，

较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明显放大。

记者 曹西京

晨报讯 A 股春节后开市首

周 2个交易日（周四、周五），共有

3 只新股发行，分别是 2 月 18 日

周四的沪市主板新股联德股份，2

月 19 日周五的 2 只科创板新股美

迪凯与极米科技。其中，成都极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米科技

(688696.SH)，发行价 133.73 元，

网上发行 318.75 万股，创近两年

来新低。其网上申购上限仅 3000

股，顶格申购仅需要 3 万元沪市市

值。根据以往数据推算，中签率恐

怕较低。

极米科技中一签（500 股）需

6.69 万元，上市涨 100%可赚 6.69

万元，涨 150%即可赚 10 万元。该

股为智能投影股，是小家电的一个

细分，有望成今年第一只大肉签。

极米科技是国内投影设备行业

龙头企业，主营智能投影产品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同时向消费者提供

围绕智能投影的配件产品及互联网

增值服务。公司 2019年及 2020年

1-6 月智能投影产品销量分别为

68.99 万台和 35.36 万台，2017 年

至 2019 年 年 均 复 合 增 速 达

42.11%，且出货量 2018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均居中国投影设备市场第

一。公司终端用户规模不断增长，

2020 年 7 月 GMUI 月活跃用户数

已达约 124 万人，同比增长约

43.93%。

IDC数据显示，2018 年极米科

技出货量在中国投影设备市场份额

达 13.2%；2019 年及 2020 年上半

年 市 场 份 额 分 别 达 14.6% 和

22.2%。2018-2020 年，公司分别实

现营业收入 16.59 亿元、21.16 亿

元、28.28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0.1

亿元、0.93 亿元、2.69 亿元。

该公司成立于 2013 年，获百

度等战略投资。本次 IPO 前，极米

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钟波直接持有

公司 25.02%的股份，并实际控制

46.34%的股份表决权。百度方面合

计持 15.4%的股份，为最大机构投

资方，百度副总裁、智能生活事业群

总经理景鲲出任董事。此外，四川文

投、芒果传媒、中南文化分别持有

5.49%、3.42%、3.35%的股份。公司

设立之初产品主要为智能微投，目

前布局逐渐完善，焦距覆盖超短焦

至长焦、清晰度包括 1080P 和 4K

等多种分辨率产品；并逐步开发全

新形态的投影产品，如将投影与吸

顶灯整合设计的“阿拉丁”产品等。

本次公司发行新股 1250 万

股，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15.62 亿元，

将用于智能投影与激光电视系列产

品研发升级及产业化、光机研发中

心建设、企业信息化系统建设以及

补充流动资金。

/?觉中国2021年春节后首个交易日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智能投影一哥”今申购
或是牛年首只“大肉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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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人民银

行 18 日发布公告称，开展 2000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和 20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

当日有 2000 亿元MLF 和 2800

亿元逆回购到期。

央行 18 日发布公告称，春

节后现金逐步回笼，当日人民银

行开展 2000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操作，含对当日MLF 到

期的续做，同时开展了 200 亿元

逆回购操作，维护银行体系流动

性合理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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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银行间市场各期限利率

涨跌互现。18日发布的上海银行

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显示，

隔夜利率为 2.341%，较上一个交

易日上行 41.6 个基点；7 天期、

14 天期利率分别为 2.213%、

2.292%，分别下行 0.4 个和 9.1

个基点；一年期利率为 3.038%，

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

据新华社报道

牛年首个交易日，A股行情未

能迎来市场预期的全面开门红。截

至收盘，上证综指收涨 0.55%，而另

外两大指数则下跌，深证成指下跌

1.22%，创业板指下跌 2.74%。

外围市场情绪乐观和国内消费

的亮眼表现，带动不少投资者对于

股市开门红的期待，但是市场却走

出了分化的行情。

春节期间，国际上主要资本市

场指数集体飘红。国内消费旺盛。商

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除夕至正

月初六（2 月 11 日 -17 日），全国

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8210 亿元，比 2020 年春节黄金周

增长 28.7%，比 2019 年春节黄金周

增长 4.9%。

资本市场近两年总体呈上扬趋

势。回顾刚刚过去的鼠年，中国股市

还是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沪指涨

幅超 22%，深证成指上涨超 49%，

创业板指涨幅达到 77%。其背后更

是折射着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一系

列深刻变化。

市场运行的活力韧性整体增

强。数据显示，近两年A股日均成

交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41%和 63%，

同时市场波动率较为稳定。

上市公司质量稳步提升。随着

注册制等一系列改革持续推进，中

国资本市场的包容性、适应性不断

增强，上市公司结构进一步优化，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进一步增

强。

投资者参与市场的方式更加多

元。截至去年底，个人投资者数量

1.77 亿 ， 较 2018 年 底 增 长

21.35%。同时，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通过公募基金等专业渠道进入市

场，2019 年以来基民数量增加

15%。

2021年，资本市场的一系列

改革已经在紧锣密鼓展开，深交

所主板和中小板将合并等 “大动

作”备受市场关注。可以预见，新

的一年，改革将继续牵引中国资

本市场健康发展，助力中国经济

乘风破浪。

国内消费亮眼拉高期待
市场却走出分化行情

2000亿元 MLF、200 亿

元逆回购

央行护航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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