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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首个交易日没有让A
股各方失望，而是延续了狗年最
后一个交易日的上涨行情，迎来
开门红。截至11日收盘，沪指收
报2653.90点，涨1.36%；深成指
收报7919.05点，涨3.06%；创业
板收报1316.10点，涨3.53%。

猪年春节期间，国际上主要
资本市场走势较为平稳。与A
股运行相关度较高的指数中，美
股走势相对较强，港股恒生指数
低开高走，在A股放假期间获得
一定涨幅。相较之下，欧、日股指
相对偏弱。

2019 年以来，A 股市场的
表现在各大市场中可谓亮眼，
沪深300指数截至2月11日累
计涨幅已近10％。外资流入也
呈现加速迹象，市场数据显示，
1月沪深股通的北向资金合计
净流入 606.88 亿元，创互联互
通机制设立以来的单月净流入
新高。

工银瑞信基金认为，当前A
股市场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在近
期政策面暖风频吹，政府各部门
稳增长和促改革等政策信号持续
释放，预计短期市场风险偏好还
将处于改善趋势中。中长期来
看，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进一步
深入推进，资本市场各项制度的
不断健全完善，投资者结构的优
化，当前A股市场的投资性价比
不断凸显。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宏
观经济运行中不断闪现的亮点也

给资本市场吹来了徐徐暖风。
据商务部监测，除夕至正月

初六（2 月 4 日至 10 日），全国零
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1005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
增长8.5％，首破万亿元大关。在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看
来，春节期间我国消费市场呈现

出温和增长的局面，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消费升级的态势。
他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质
量提升已在路上，实体经济将
会不断传出好消息。

新的一年，资本市场的行
情走势牵动着市场各方，大家
期待更多、更深入的改革开放

政策能激发出更多的市场活
力。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的不
确定因素，中国资本市场正在
逐步走向“规范、透明、开放、有
活力、有韧性”，也将为中国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大的
助力。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节后A股喜迎“开门红”
沪指收报2653.90点，涨1.36%；深成指收报7919.05点，涨3.06%

2月11日，股民在江苏南京一家证券营业厅关注股市行情。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春节期间，海外市场基本保持平
稳。美股6个交易日（2月1日-8
日），道琼斯指数收涨0.43%，纳
斯达克指数收涨0.23%；港股2月
4日-8日共计2个交易日，恒生
指数微涨0.06%，恒生国企指数
下跌0.97%。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加速流
入 A 股市场的势头越来越明
显。WIND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以来短短23个交易日中，互联
互通机制下的沪股通净流入资金
已经达到了367.73亿元，深股通
净流入资金则达到了294.61亿
元，北向资金净流入合计达到

662.35亿元。从成交情况来看，
23个交易日中，沪股通和深股通
有 20 个交易日呈现净流入状
态。从历史数据来看，沪股通
2019年1月份的净买入规模，仅
次于刚开通时的2014年11月；
深股通则创下了单月净流入历史
新高。

实际上，外资在2018年就已
经大幅“抄底”中国股市。招商证
券研究显示，2018年，虽然外资
持有的A股资产规模出现小幅缩
水，但并未减持A股，反而进行了
积极增持，规模的下降主要归因
于估值因素影响。根据此前的陆
股通数据以及人民银行最新公布

的报表，境外机构在2018年对
A股进行了积极增持，通过陆
股通的净增持累计达2942亿
元，而如果根据央行最新公布
的全口径数据并扣除估值因素
进行估算，2018年外资累计增
持A股规模达3355亿元。简
单推算可知，外资2018年在A
股市场累计亏损了大概3600
亿元。外资不惧市场调整而持
续买入，除了部分股票仍具备
估值优势等因素之外，A股被
纳入MSCI等国际主流股票指
数是背后非常重要的影响因
素。

国金证券研究显示，截至

2019年1月，北上资金持有A
股市值7853.27亿元，占A股流
通市值2.14%，外资已经成为A
股参与者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
量。从行业来看，截至2019年
1月，陆股通持仓市值最高的五
个行业集中在消费和金融行
业，分别为食品饮料（1553.88亿
元）、家电（876.91 亿元）、银行
（778.53 亿元）、非银（734.82 亿
元）和医药（606.86亿元），持仓市
值占比分别为19.79%、11.17%、
9.91%、9.36%和7.73%。从行
业持仓占比变动来看，1月北上
资金重点加仓家电、食品饮料、
银行等。

外资加速流入A股市场势头明显
相关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2月 11日
电 已有诸多迹象表明，眼下全
球经济将共振趋弱，全球政策
也将共振趋松。具体到中国，
鉴于后续政策将凸显逆周期思
维和底线思维，农历新年中国
经济大概率会延续稳中有变、
变中有忧的态势，总体上仍将
行稳致远、不会失速下行。

回看2018年，内忧外患之
下，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着下行
压力。量的方面，2018年我国
实际GDP增速6.6%，较2017
年回落0.2个百分点。价的方
面，GDP平减指数从2017年2
季度开始，连续7个季度下滑
至2018年四季度的2.9%；而
与企业盈利高度正相关的
PPI，自2018年 7月以来也已
经连续6个月下跌。

展望2019年，考虑到年初
以来国内外经济仍然走弱，各类
机构也普遍下调了未来经济增
长预期。不难判断，今年我国经
济将继续承压，保守估计全年累
计增速将落至6.3%左右，当季
增速则有可能探至6%。

一方面，美欧经济再弱，全
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2018
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
隔两年首次下调美国和全球的
经济增长预期，2018年 12月
美联储同样时隔2年首次下调
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时至今年
2月，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纷
纷下调未来经济增速预期，其
中2019年的下修幅度均在0.5
个百分点以上。而透过表征经
济景气度的制造业PMI，年初
以来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等
主要经济体均表现欠佳。

另一方面，简单统计发现，
已经开完2019年地方“两会”
的30个省市中，有22个省市
下调GDP增长目标（还有4省
持平、4 省上调），30省平均调
低了0.4个百分点，最大下调
幅度为1.5个百分点，并有10
余省将目标增速调至 6%左
右。与此同时，2019年1月中
国制造业PMI为49.5%，连续
2个月低于荣枯线。

经济有压力，政策自然会
有优化。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基
于最近两次美联储货币政策会
议结果和过去10来天美联储高
层的最新表态，本轮美联储紧缩
周期的尾声已经渐行渐近，美联
储2019年加息节奏将大大放
缓，欧央行本来计划的加息也
可能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相比之下，2018年4月我

国货币政策就开始逐渐做出了
调整，典型的标志是4月份央
行降准的幅度明显超出市场预
期；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
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
外资、稳投资、稳预期”；12月
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指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并
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宏观政
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其间各
地区各部门各机构也陆续出台
了配套的具体举措。

毫无疑问，今年摆在面前
的问题和挑战依旧不少，但我
们必须迎难而上，政策应稳字
当头、牢守底线、保持定力，全
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
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中国经济仍将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
家外汇管理局11日数据显示，截
至2019年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30879亿美元，较2018年
12月末上升152亿美元，升幅为
0.5%。

“2019年 1月，我国外汇市
场供求基本平衡，跨境资金流动
总体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
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说，1月
份全球金融市场上，主要非美元
货币相对美元汇率上升，金融资
产价格有所上涨。受汇率折算和
资产价格变化等估值因素影响，
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
究员管涛表示，从已经公布的数
据上看，2018年前三季度我国外
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外汇储备
实际资产的变化并不大。此次显
示外汇储备规模增加主要是受到
估值因素的变化。

“1月份美元贬值，同期的债

券、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带
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增加。”管
涛说，债券投资在我国外汇储备
资产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份额，因
此市场价格变动对外汇储备规模
的影响较为明显。

王春英表示，当前，全球经济
增长面临放缓压力，国际环境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我国经
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的态势，国际收支呈现自主平衡
格局，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定
提供了坚实基础。

“展望未来，虽然全球经济金
融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经济将
延续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全方
位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外汇市场
运行机制日臻完善，有条件保持
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和外汇市
场供求基本平衡。”王春英说，国
内外因素综合作用，我国外汇储
备规模有望在波动中保持总体稳
定。

今年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较去年12月末上升152亿美元

新华社上海 2 月 11 日电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
显示，1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报6.7495，较前一交易日
下调414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公布，2019 年 2 月
1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
率中间价为：1 美元对人民币
6.7495 元 ，1 欧 元 对 人 民 币
7.6432 元，100 日元对人民币
6.1450 元 ，1 港 元 对 人 民 币
0.86020 元，1 英镑对人民币
8.7319元，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
币4.7906元，1新西兰元对人民
币4.5649元，1新加坡元对人民
币4.9786元，1瑞士法郎对人民
币6.7531元，1加拿大元对人民
币 5.0839 元 ，人 民 币 1 元 对
0.60209马来西亚林吉特，人民
币 1 元对 9.7009 俄罗斯卢布，
人民币 1 元对 2.0169 南非兰
特，人民币1元对166.33韩元，
人民币 1 元对 0.54409 阿联酋
迪拉姆，人民币 1元对 0.55554
沙特里亚尔，人民币 1 元对
41.7025 匈牙利福林，人民币 1
元对0.56379波兰兹罗提，人民
币 1 元对 0.9762 丹麦克朗，人
民币 1 元对 1.3732 瑞典克朗，
人民币 1 元对 1.2798 挪威克
朗，人民币1元对0.77785土耳
其里拉，人民币 1 元对 2.8240
墨西哥比索，人民币 1 元对
4.6443泰铢。

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中间价报6.7081。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下调414个基点

资讯

在经历上一轮完整的调控
后，三四线城市楼市已跟随一二
线城市从火爆转向稳定。中原地
产研究中心报告显示，从春节前
一周开始，多地推盘节奏放缓，楼
市整体成交正常回落。

房企将着力去库存

随着市场渐稳，多地楼市补
库存明显。此前，上海易居房地
产研究院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百
城库存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
12月底，易居研究院监测的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
45734 万 平 方 米 ，环 比 增 长
2.1%，同比增长1.6%。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表示，自2015年1月份
以来全国100城库存规模就呈现
出持续性下跌态势，中间个别月
份虽有反弹，但下跌的趋势不
改。到了2018年，库存走势基本
呈现了“上半年减少、下半年增
长”的态势，尤其是9月份库存规
模明显增长，10-12月份继续保
持增长态势。

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 12
月底，一、二、三、四线100个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分别为
2911万平方米、23261万平方米
和19562万平方米，环比增幅分
别为7.3%、2.1%和1.4%，同比增
幅分别为31.0%、-1.8%和2.5%。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2018年年底，住建部召开全
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
出，2019年房地产市场将以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为目标，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据了解，目前住房及用地供
应结构性矛盾尚未有效缓解，住
房租赁市场仍是短板，新市民住
房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部分热点
城市前期出现了一、二手房的价
格倒挂，地价房价倒挂。供需倒
挂现象有所缓解，但未消除。房
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

湖北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
指出，将坚持因地制宜、综合施
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实施分
类指导，促进供求平衡，把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责任落到实
处。江西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
指出，调整住房供应结构，支持合
理自住需求，坚决遏制投机炒房，
继续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
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各地
将履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
主体责任，制定住房发展规划，提
出具体的调控措施，保持调控政
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福建方面，将健全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夯实城市主体责任，编制实施住
房发展规划，切实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安徽方面，将完善住
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加快构
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
机制。河南方面，将继续落实房
地产市场调控城市政府主体责任
制，坚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加
强市场供需双向调节，坚决遏制
投机炒房，落实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责任。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多地综合施策力促楼市平稳发展

新华社上海2月11日电 上
海市11日召开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会议，推出优化营商环
境2.0版。

据介绍，2017年12月，上海
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计
划，大幅改善企业办事全流程所
花时间、效率和费用。

上海此次推出的优化营商环
境2.0版，包含开办企业、施工许
可办理、获得电力等25方面的内
容。对这些企业办理频率较高的
政务服务，方案在办理环节、办理
时间等方面均给出了明确的数量
指标。上海市表示，要多维度、立

体化、全方位地推动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力争全面进入国际先进
行列。

打造营商环境的新亮点、新
标识，上海将重点打响“一网通
办”政务服务品牌。截至 2018
年底，上海“一网通办”总门户
已经接入 1274 项政务服务事
项，移动端用户突破 1000 万。
今年上海将深入推进业务流程
革命性优化再造，实现政府部
门公共数据 100％归集、按需
100％共享，让面向企业和市民
的所有政务服务“进一网、能通
办”。

上海推出优化营商环境2.0版

2月10日，模特展示婚纱。当日，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第94届香港
结婚节暨情人节婚纱展。 新华社发

“囍”随春来

2月11日，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的工人在车间装配炼钢设备
部件。当日是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纷纷投入到繁忙的生产当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