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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 受隔夜美国金融
市场经历了“黑色星期四”的影
响， 以及叠加市场担心外部环
境可能存在的变化， 大 A 出现
较大回落，但昨天的走势显示，
股指仍在上升通道中， 个股的
交易性机会不少。

“上周五美国 10 年期国债
收益率一度跃升 11 个基点，至
1.75%， 为 2020 年 1 月以来的
最高水平。 30 年期国债收益率
上涨 6 个基点，自 2019 年 8 月
以来首次突破 2.5%水平。 这对
大 A 总有点负面影响。”劳七桃
有点担心地说。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说了：
市场上出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部分学者、分析师关注外
部因素远远超过国内因素，对
美债收益率的关注超过 LPR、
Shibor 和中国国债收益率 ，对
境外通胀预期的关注超过国内

CPI。 对这种现象我不作评价，
但对照新发展格局， 建议大家
做些思考。 你听懂了吗？ ”高智
问劳七桃。易会满认为：对于资
本正常的跨境流动， 我们乐见
其成， 但热钱大进大出对任何
市场的健康发展都是一种伤

害，都是要严格管控的。 在这方
面，我们应该加强研判，完善制
度，避免被动。

“提前做好预案很重要，看
来证监会也注意到了这个情

况，而且有信心管控好。 ”劳七
桃回答。 他认为美国 10 年期国
债收益率持续往上走不是好

事。
“凡事看你怎么理解，利率

上行对股市未必就一定是坏

事， 利率上行意味着需求和企
业盈利较好，相反，利率下行可
能反而意味着经济复苏接近尾

声。 在目前国内资本市场改革
红利持续释放、 中国经济复苏
方兴未艾之际， 积极看多 A 股
应该不会错， 至少结构性行情
还是非常精彩的。 ”华风道。 对
一个喜欢追逐短线交易的投资

者来说， 他的观点也有可取之
处。

“上周五，你的短线票联明
股份差一口气就获利了， 还能
持有吗？ ”娇娇问华风。

“图形不错，还可以拿着。 ”
华风回答。

今日仓位：80%

据新华社报道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
近日强调，要保持房地产调控定力，
确保实现“三稳”目标，着力解决新
市民住房突出问题。

倪虹近日带队赴四川省成都

市和陕西省西安市调研督导房地
产工作时强调，城市政府要根据人
口流入情况，切实增加住宅用地供
应，管控资金风险，建立“人、房、
地、钱”联动机制，从源头上稳定预
期。要针对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
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精准、精细调

控，严肃查处房地产中介、助贷机
构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投机
炒房。
“城市政府要落实房地产调控

主体责任，毫不动摇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将房
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确保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倪虹
说。

针对成都、西安正在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人口流入量大、年轻人
多的情况，倪虹强调，要大力发展
租赁住房，多渠道解决好他们的住

房困难问题。要有效增加保障性租
赁住房供给，规范发展长租房市
场，落实土地、财税、金融支持政
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
务上具有同等权利，尽最大努力帮
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缓解住房
困难。

据新华社报道

因触及“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均低于人民币 1元”的交易
类退市指标，*ST 宜生、*ST 成城
22 日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成为
“最严”退市新规下首批离场的“1
元退市股”。

根据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简称“*ST宜生”）、吉林成
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ST成城”）此前发布的公告，两公
司均于3月15日收到上交所关于其
股票终止上市的自律监管决定书。

上交所在自律监管决定书中
称，由于两公司股票在上交所交易
系统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日收盘
价均低于人民币 1 元，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相关规定，决定终
止其股票上市，且不进入退市整理
期交易。上交所在决定书公告之日
后的 5个交易日内，对两公司股票
予以摘牌。

近年来，伴随A股退市制度不
断完善，体现“市场化选择”的交易
类退市渐成主流。统计显示，2020
年 A 股市场共有 16 只股票退市，
其中多数触及“面值退市”交易类
指标。
2020 年末，沪深证券交易所同

步发布修订后的股票上市规则，对
原有交易类、财务类、规范类、重大
违法类等强制退市指标进行了完
善，包括将原“面值退市”交易类指
标修改为“1元退市”，并取消了交
易类退市情形的退市整理期设置。
按照退市新规，触及交易类指

标退市后，公司应当立即安排股票
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新三板）等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股
份转让的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
在摘牌之日起 45 个交易日内可以

转让。
*ST 宜生、*ST 成城均在公告

中表示，将尽快聘请代办机构，办理
新三板股份登记结算等相关事宜。
万得统计显示，2021 年以来已

有 6家公司股票相继被摘牌。其中
*ST 航通因触及财务类指标退市，
营口港因吸收合并退市，*ST宜生、
*ST成城、退市刚泰、退市金钰均因
触及交易类指标退市。

据新华社报道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主要股
指全线反弹，沪深股指双双涨逾
1%。两市成交有所萎缩，总量不足
7600 亿元。
当日上证综指以 3406.12 点小

幅高开，早盘下探 3404.23 点后开
始震荡走高，尾盘以接近全天最高
点的 3443.44 点报收，较前一交易

日涨 38.78 点，涨幅为 1.14%。
深证成指收盘报 13760.97 点，

涨 154.97 点，涨幅同为 1.14%。创
业板指数涨 1%，收报 2698.26 点。
中小板指数涨 0.93%至 8981.95
点。

科创 50 指数收盘报 1242.76
点，涨幅为 0.93%。
沪深两市个股普涨，超百只个

股涨停。两市 4 只新股集体亮相，

其中创业板新股 N 线上首日涨幅
超过 190%。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涨。
电力、机床设备板块领涨，航空公
司、供水供气、旅游板块涨幅靠
前。化纤、贵金属板块表现相对较
弱。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3325 亿元
和 4274 亿元，总量不足 7600 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有所萎缩。

记者 林劲榆

晨报讯 昨天，上汽MG名爵
宣布与哔哩哔哩电竞达成战略合
作，双方表示将为年轻人打造新主
场，探索提供年轻人专享的未来生
活体验方式。

双方共同宣布，MG 成为哔哩
哔哩电竞战略合作伙伴，BLG平安
银行俱乐部（简称“BLG”）独家汽
车合作伙伴，杭州闪电队独家汽车
合作伙伴。
双方联手推出MG Cyberster

概念车。作为一款纯电汽车单品限
量版，MG Cyberster 是全球第一
台纯电超跑电竞座舱，具有 800 公
里续航里程、3秒破百的能力。除此
之外，MG宣布将推出另一款沉浸
环境的电竞汽车新品类，并声称该

款产品是汽车品牌首次量产推出电
竞迷的科技潮品。

除此以外，3 月 22 日起，MG
将与享道出行、哔哩哔哩电竞共同
开发“出行 +电竞”的新场景。享
道出行的用户将可以在享道平台上
搭配了呼叫电竞主题的 MG 名爵
彩蛋车。
据介绍，享道出行电竞主题高

能彩蛋车车身设计了迎合年轻人审
美倾向的专属车贴，颜色生动跳跃
活泼，融入了享道出行、哔哩哔哩电
竞以及上汽 MG 名爵三方定制元
素，为哔哩哔哩粉丝等年轻用户营
造更具亲近感的出行氛围。车内配
有以哔哩哔哩电竞战队队服为设计
灵感改造的定制座椅套，还有 B站
小电视抱枕、与哔哩哔哩电竞推出
的欧气爆棚的联名卡片等二次元、

电竞元素配品，搭配享道车载
WiFi，年轻用户们出行时可 huode
沉浸式体验电竞文化，还可随时与
朋友“开黑”。

值得注意的是，MG 这次推出
电竞类汽车产品，将是全球汽车品
牌中，首个推出电竞用户专用车型
的品牌，开创了汽车品牌的“车游
时代”。
近两年汽车品牌赞助电竞的案

例颇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奔驰赞
助中国英雄联盟赛事 LPL、宝马赞
助了 FPX、G2、C9、FNC 和 T1 五
支电竞战队。国内方面，蔚来汽车曾
和电竞外设品牌雷蛇联名推出了一
款电动 SUV 汽车、奇瑞冠名过
NEST 全国电子竞技大赛总决赛。
2019年，上汽大众还成为了王者荣
耀KPL春季赛的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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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MG名爵将出电竞概念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