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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
张莹21日表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就业
工作都造成严重冲击，上半年整体
就业走势前低后稳。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20年第二季度网上新闻发布会
上，张莹说，一季度我国就业开局低
迷，二季度随着复工复产稳步推进，
稳就业举措全面落地，劳动力市场
需求升温，就业局势逐步回稳。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
增就业56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63%；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5.7%，二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
失业率3.84%；市场需求实现由负
转正，并延续回升态势。

张莹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从稳岗位、保重点、促匹配、兜
底线等方面精准施策。养老、失业、
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共减免企业社会
保险费5769亿元，缓缴431亿元，
预计全年将为企业减费1.6万亿元。

在强化困难帮扶兜底线方面，
聚焦52个未摘帽县、易地搬迁大型
安置区等重点地区，通过优先外出、
优先稳岗、优先安置等措施，确保贫
困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超过去年水
平。经各方努力，截至6月底，全国
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达2830万人，
超过去年总数。同时，动态调整就
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用足用好各
类公益性岗位，有效发挥就业兜底
保障作用。

据介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实施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行
动，累计帮助1万多家中央转办企业
和地方重点企业解决招用工55.4万
人，确保重点防护物资及生活必需
品有序生产、应急保供；实施农民工
返岗“点对点”服务行动，累计“点对
点”运送600多万名农民工安全有序
返岗；实施社保助企“免减缓”行动，
1月至6月共向434.6万户企业发放
稳岗返还636亿元，惠及职工1亿
人，受益企业户数是去年全年的3.8
倍，中小微企业受益率大幅提高。

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 数据
显示，本周A股共有79家公司的
160.21亿股限售股迎来解禁，以最
新价计，对应解禁市值达 2972 亿
元。本周是今年下半年解禁规模最
大的一周。其中，科创板开市一周
年之际，部分锁定期一年的限售股
迎来集中解禁。

7月22日，首批上市的25家科
创板公司中，除华兴源创无解禁外，
其余24家公司解禁市值合计约为
1818亿元，占本周A股解禁总规模
的六成以上。对科创板首批上市公
司的集中解禁，部分投资者有些担
忧，认为解禁后相关股东的减持行
为或给市场带来“失血效应”，从而
引发相关公司股价下跌。

但在不少专业机构看来，本周
科创板集中解禁，背后的投资机会
大于风险。他们认为，若此次解禁
给科创板股价造成短期冲击，则更

可能成为买入优质股票并长期持有
的“最佳节点”。

机构的积极态度主要源于以下
两方面：

首先，结合此前创业板首批公
司的集中解禁经验看，解禁带来的
冲击主要体现于短期内，且无论对
解禁个股还是对板块整体的冲击幅
度，实际都相对有限。

国盛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
启尧表示，2010年11月1日，首批
创业板公司集中解禁。此后两日，
创业板指接连回调，分别下跌
2.92%、3.21%，集中解禁个股的下
跌幅度大致在3%至4%，整体回调
幅度可控。

自集中解禁后第 3 个交易日
起，创业板指筑底回升，解禁个股也
普遍反弹，解禁带来的冲击被快速
消化。从涨跌幅度看，集中解禁的
创业板个股虽然前期跌幅居前，但

后期亦有明显补涨。2010年11月，
创 业 板 指 当 月 累 计 涨 幅 高 达
10.99%，大幅跑赢沪深300等其他
主要指数。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德
伦表示，创业板首批28家公司集中
解禁后，有8家公司相关股东并未
出现减持行为，其余20家公司股东
实际减持规模为12.3亿元，仅占解
禁市值的5.1%。

其次，解禁带动优质科创板公
司流通盘扩大，会吸引部分着眼长
期的机构投资者买入或加仓。此
外，随着科创50指数发布，科创板
有望迎来被动资金集中配置。

海富通基金副总经理王智慧
认为，在过去一年中，科创板交投
持续活跃，显示市场对科创板的投
资价值与交易方式已经习惯。从
科创板当前的成交量看，本周科创
板的解禁规模并不会对走势造成

很大冲击。
王智慧强调，科创板代表了我

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科创板中
有许多半导体、生物科技等领域的
标杆企业，这些企业是在其他板块
中找不到的。在这些科创板优质企
业解禁之后，公司流通盘扩大，若此
时股价出现回调，将吸引布局长远
的机构资金进一步买入加仓。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张玉龙认为，本周将正式发布的上
证科创板50成分指数，将为市场提
供投资标的和业绩基准。随着科创
50指数推出，预计后续将陆续有跟
踪指数的基金产品发行，为科创板
带来新的增量资金。

7月17日，首批6只科创板基
金正式获批。与过往的科创主题基
金相比，这6只基金对科创板有明
确的投资比例设置，是真正意义上
的科创板基金。

科创板迎来集中解禁
机构呼吁关注优质资产配置机会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上
半年经济“成绩单”上周出炉。多位
专家表示，二季度GDP同比增速由
负转正，经济逐步复苏。下半年，多
项稳增长政策将持续发力，推动经
济基本面企稳回升。这将为A股
市场平稳运行打牢业绩基础，股市
中长期向好趋势不改。

经济持续复苏可期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管涛表示，“今年下半年，随着疫
情防控的成果进一步巩固，只要
疫情没有出现大的反复，经济持
续复苏可期。随着二季度生产端
开始恢复，三季度以后需求端也
会逐渐复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
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说，
中国的制度优势在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中发挥得非常好。疫情过
后，中国对全球的经济贡献率将超
过30%。

政策发力促改革

专家认为，当下正是深入改革
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良机。下
半年，多项政策将发力稳经济、促改
革，包括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等。

管涛认为，当前保就业是首
位，要通过稳住企业，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一方面，通过“放管服”改
革，进一步简化手续，降低成本；另
一方面，优化营商环境，包括平等
参与投资或者生产要素的机会，进
一步释放红利。另外，要加大金融

稳企业的支持力度，除了合理让利和
自然垄断性的行业降费，还可通过加
快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提高金融资
源的配置效率，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

魏建国表示，下半年，中国会深入
推进对外开放，出台更多优化营商环
境政策；加大改革力度，深入推进供给
侧改革，加快建立以国内市场为主双

循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未来中国
将打造全球最佳的营商环境，加大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行为，
更好地保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在政府服务方面，会优化纳税、企业
退出机制等，补齐短板。

坚持价值投资

“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改善才

是股市长牛的根本，从这一点来
说，未来的中国股市充满希望。”海
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表示，伴
随着社融增速回升，经济和物价水
平将重新上行，这代表着企业产品
的数量和价格也将重新回升，企业
盈利将趋于改善。而企业盈利的
改善，将成为A股整体走牛的重要
支撑。

经济持续复苏

A股长期向好底气足

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上
海证券报》21日刊发题为《中证协
发布创业板 IPO 承销规范》的报
道。文章称，7月20日，中国证券业
协会（下称中证协）发布《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下称

《承销规范》），该规范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承销规范》共16条，目的是规
范证券公司承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承销规范》规定，创业板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的发行承销业务适用本
规范。《承销规范》中未作规定的，参
照《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
业务规范》等规则执行。

在发行定价方面，《承销规
范》对询价定价、直接定价等定价
方式作出具体要求。发行人通过
网下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的，
可以初步询价后确定发行价格，

也可以在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区间后，通过累计投标询价确定
发行价格。

同时，发行数量2000万股（份）
以下且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通过直接定价
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通过直接定
价的方式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市
盈率不得超过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
市场平均市盈率；已经或者同时境
外发行的，通过直接定价的方式确
定的发行价格不得超过发行人境外
市场价格。

若发行人尚未盈利，按照《承销
规范》要求，应当通过向网下投资者
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对于采用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
格的，《承销规范》规定，主承销商应
当向网下投资者提供投资价值研究
报告。报告的撰写要求参照《关于
进一步明确科创板投资价值研究报

告要求的通知》等规则执行。
此外，《承销规范》还对主承销

商的责任作出具体规定。主承销
商应当做好网下投资者核查和监
测工作，对于不符合条件或违反相
关要求的投资者，主承销商应当拒
绝或剔除其报价。承销商及其从
事承销业务的人员违反规定的，中
证协将视情节轻重采取自律措施，
并记入证监会、中证协诚信信息管
理系统。

据记者了解，中证协将建立创
业板证券首次公开发行与承销观
察员机制，对创业板项目的路演、
发行簿记、询价等业务环节随时选
取进行现场观察。同时，中证协还
建立创业板发行承销示范实践推
广机制，收集发行承销业务创新、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撰写、路演推介
等方面的示范实践，履行相应程序
后向行业推广。

中证协发布创业板IPO承销规范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中国
人民银行21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
展了100亿元的7天期限逆回购操
作。当日有300亿元逆回购到期，
央行实现净回笼200亿元。

央行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
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当日开展
100亿元逆回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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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显示，隔夜
和 7 天 利 率 分 别 为 1.584% 、
2.101％，较上一个交易日分别下行
37.25个和8.2个基点；14天利率为
2.215%，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9.1
个基点；一年期利率为2.727%，较
上一个交易日上行5.6个基点。

央行开展100亿元逆回购操作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国
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日前
表示，中央企业坚决执行国家降电
价、降资费、减免房租等政策，上半
年累计降低全社会用电、通信、用能
等各类运行成本超过1200亿元，为
助力中小企业战疫情、降成本、渡难
关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介绍，上半年，两家电网央企
合计降低用户用电成本约540亿
元，三家通信企业让利约420亿元，
三家中央石油石化企业降低下游企
业用能成本180亿元。

彭华岗表示，下半年，中央企业
将主要在三方面继续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加大油电煤运等基础供应力
度；继续贯彻降费让利政策；加强和
各类企业供应链发展。

上半年央企：

降低运行成本
超1200亿元

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 21日
沪深股指继续上行，创业板指数表
现相对较强，涨幅超过1%。两市
成交有所萎缩，总量降至1.1万亿
元附近。

当日上证综指以3330.55点高
开，早盘上摸3336.68点后震荡回
落，险些跌破3300点整数位。下探
3300.57点的全天低点后，沪指再
度走升，尾盘收报3320.89点，较前
一交易日涨6.74点，涨幅为0.20%。

深证成指收盘报13536.17点，
涨87.32点，涨幅为0.65%。创业板
指数表现相对较强，涨1.45%，收报
2736.51点。中小板指数涨0.41%，

收盘报9009.21点。
沪深两市上涨个股数量略多。

不计算ST个股，两市近百只个股
涨停。科创板迎来新股N伟思，首
日涨幅为167.83%。前一交易日刚
刚上市的寒武纪和艾迪药业涨幅超
过20%。前一交易日表现较强的
广大特材当日跌幅领先。

行业板块上涨数量略多。生物
科技、啤酒、医疗保健板块表现强
势，前一交易日领涨的航天国防、船
舶板块当日出现在跌幅榜前列。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4889亿元
和6142亿元，总量降至1.1万亿元
附近，较前一交易日有所萎缩。

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 蚂蚁
集团7月20日宣布，启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科创板和
香港交易所（下称“港交所”）主板同
步发行上市的计划，进一步支持服
务业数字化升级做大内需，加强全
球合作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
支持公司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

蚂蚁集团是支付宝的母公司，
作为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
一只超级“独角兽”，其上市计划风
传已久，此次终得官宣。蚂蚁集团
董事长井贤栋表示：“上市可以让我
们更透明地面对世界、面对公众，可
以凝聚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路人，同
时也将更好地跟全社会分享我们的
成果和未来。”

对于上述计划，上交所和港交
所第一时间表示欢迎。

上交所表示，欢迎蚂蚁集团申
报科创板。这展现了科创板作为中
国科创企业“首选上市地”的市场吸
引力和国际竞争力。作为中国资本
市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优质
科创企业的主市场，科创板经过一
年多的实践，支持科创企业发展壮
大的集聚引领效应不断增强。目前
科创板已迎来逾130家科创企业，

总市值超过2.4万亿元。
若顺利上市，蚂蚁集团将是首

个登陆科创板的超级“独角兽”。
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

说：“蚂蚁集团选择在港交所申请上
市，再次肯定了香港作为全球领先
新股集资市场的地位。我们将继续
敞开怀抱，欢迎全球创新和领先的
公司来香港上市。”

蚂蚁集团上市之声，数年来不
绝于耳。

年初就有报道称，蚂蚁集团计
划最早于今年在香港上市，目标估
值超过2000亿美元。大约一个月
前，蚂蚁集团更名，在全称中去“金
融”改“科技”，也被市场猜测是为上
市铺路。

天眼查信息显示，在谋求上市
前，蚂蚁集团已获数轮融资。蚂蚁
集团目前大股东为阿里巴巴，持股
比例33%，其次为杭州君瀚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为28.45%；排名第三的股东为杭州
君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比例21.53%，其他股东还
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股
比例2.97%），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持股比例1.06%）等。

蚂蚁集团启动在科创板
和港交所同步上市计划

据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 今
年以来权益基金募集规模突破
7700 亿元，超过 2015 年全年的
7691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随着基金赚钱效应显现，投资
者对基金的认可度正在提升。银河
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7
月20日，今年以来新发偏股型基金
334只，募集规模为7702.36亿元。
此前偏股型基金年度募资额高点为
2015年，全年达到7691亿元。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7
月最后两周还将有13只偏股混合
型基金发行，博时基金、嘉实基金、
易方达基金等影响力较强的公司
均将发行新基金。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
理胡立峰表示，2020年是公募权益
基金爆发式发展的一年，传统的基
金销售模式将遇到挑战，将涌现新
的模式、新的业态。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公募
基金认可度逐步提高，权益基金发
行屡现爆款；另一方面，近期A股
市场震荡加剧，部分投资者频繁申

赎，追涨杀跌现象较为严重。例如，
7月16日，蚂蚁财富平台基金代销
数据与中登公司数据不符。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这与基金申购、赎回量
较大有关系。

华泰证券分析师宋瑞晓表示，
市场震荡加剧，很难做到精准择
时。例如，如果在2015年元旦投资
沪深300持有至今年7月16日，总
收益率为28%。假设避开单日跌幅
最大的15个交易日，总收益率将暴
增至282%；但如果错过单日涨幅最
大的15天，总收益率将降至-39%，
相比一直持有少赚近70个百分点。

在当前震荡的市场行情下，究
竟应该如何投资？中欧基金建议，
权益产品配置过多的客户可以分批
减仓，但不要矫枉过正彻底离场；权
益产品配置比例适中的客户则不必
患得患失，需要降低交易的冲动；权
益仓位过低的客户不要追高，最好
等待市场平稳后建仓。如果一定要
买，则应买入有长期价值的资产，并
且以三到五年的视角来看待其后续
表现，切忌随着上涨一路加仓。

今年以来已吸金7700亿元

权益基金募资额创历史新高

蚂蚁集团将是首个登陆科创板的超级“独角兽”。

企业盈利的改善，将成为A股整体走牛的重要支撑。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