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经贸高级别

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

□

新华社电

8月13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中

方就美方拟于9月1日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问题进行了严正交涉。 双方约定在未来两周内再

次通话。 商务部部长钟山、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

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等参加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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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加大流动性投放无悬念

逆回购操作量翻番 MLF马上就来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跟着资金价格上涨的步伐，8月13日，央行

逆回购在重启操作次日实现翻番。 这显然没有

到头，随着税期高峰来临，央行进一步加大流动

性投放操作几乎没有悬念， 月中中期借贷便利

（MLF）到期续做只是量多量少的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 虽然近几周资金价格走势

稍显反常， 但央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态度

明确，8月货币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的可能性较

小。 往后看，货币政策短期保持定力，但中期有

空间， 特别是为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

合理增长，年内降准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逆回购加量

8月12日， 央行重启停做14个工作日的公

开市场逆回购操作， 标志着8月中旬的流动性

投放季正式拉开序幕。

13日，央行逆回购加量，规模较前次操作

翻了一番。 当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600亿元逆回购操作，期限7天，利率为2.55%。

12日央行逆回购操作量则为300亿元。

月中， 央行重启公开市场操作并不让人意

外，加码逆回购操作也基本在意料之中，背后触

发因素在于税期扰动再次袭来。

按照以往经验， 月中流动性易受税期等因

素影响， 央行通常会持续开展逆回购等公开市

场操作，以调节流动性边际余缺，熨平货币市场

波动。 8月纳税（费）申报截止日为15日，通常

这一天及前后一两天是缴税高峰时段， 或对短

期流动性有扰动。 此外，本周有一笔MLF到期，

规模为3830亿元。

与此同时，7月底以来，市场资金面一直算

不上很宽松，最近两三日已略显紧张。最直观的

表现就是货币市场利率重新上涨。 13日，银行

间市场债券回购利率全线走高， 部分期限上行

较为明显。 其中，隔夜回购利率DR001上行约5

个基点至2.68%，最有代表性的7天期回购利率

DR007上行8个基点至2.74%，期限稍长一些的

DR014、DR021、DR1M和DR2M则分别上行

18个基点、26个基点、23个基点、21个基点。 统

计显示， 过去4个交易日，DR001、DR007分别

上涨46个基点和31个基点。

如此背景下，随着税期因素影响继续显现，

市场资金供求料进一步趋紧， 为维护流动性合

理充裕， 央行给予一定的流动性支持既是合理

的也是必要的。

接下来， 预计央行将综合运用逆回购和

MLF操作，对冲税期及MLF到期影响，保持流

动性总量继续处于合理充裕水平。 央行逆回购

仍有继续加码的空间， 而面对15日MLF到期，

央行及时开展续做基本没有悬念， 不过是量多

量少的问题。 总体上看，8月货币市场不大可能

出现大幅波动。

政策有定力也有空间

5月下旬以来， 监管部门流动性操作经历

了一个先放松后收紧的微调过程。

央行日前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表示，

考虑到包商银行被接管后市场情绪有所波动，加

之临近半年末市场预防性流动性需求有所增加，

从5月下旬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适当加大公开市场

逆回购操作力度， 并从6月中旬开始先后启动28

天期逆回购操作和14天期逆回购操作， 满足市

场跨半年末流动性需求，平抑市场短期波动。

在央行集中开展流动性投放后，加上季末财

政支出力度大等影响，6月底7月初流动性一度极

为充裕，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跌至历史低位。 随后，

央行较长时间暂停公开市场操作， 出现收力迹

象，流动性总量有所下滑。 7月底以来，流动性大

体保持供求平衡， 资金面不紧但也算不上很松。

资金价格走势与以往月末月初相比稍显反常。

业内人士指出，央行流动性操作的变化，给

市场留下了政策保持定力的印象， 加之二季度

货币政策报告继续提及把好货币供给 “总闸

门” ，不搞“大水漫灌” ，宽松预期有所降温。不

过，结合经济金融形势最新变化来看，货币调控

短期有定力，中期也有空间，后续仍易松难紧。

中金公司固收研究团队预计， 后续社会融

资余额增速继续回落是大概率事件， 货币条件

仍需要放松。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团队表示，三季

度央行或针对中小银行实施一次定向降准，随

着全球降息潮不断推进， 我国货币调控有望加

大宽松力度。

二线城市涨 一线城市平

房贷利率现局部抬升之势

□

本报记者 王舒嫄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多家银行及房地产中介

机构发现，尽管多个二线城市房贷利率近期上浮，

但一线城市房贷利率较为平稳。专家指出，整体上

看，楼市调控继续从严，房贷规模料进一步收缩，

房贷利率有可能局部抬升。

一线城市波澜不惊

根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测的数据，截至8

月13日，二线城市方面，大连、苏州、杭州、宁波四

地上调了首套房房贷利率。其中，大连邮储、建行、

交行等多家银行将首套房贷利率由基准利率调整

至基准上浮10%， 二套房贷利率由基准上浮10%

上调至基准上浮15%。

相比二线城市，一线城市房贷利率波澜不惊。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家银行和中介公司了解到，

目前，北京、深圳各大银行普遍执行首套房贷利率

基准上浮10%， 二套房贷利率基准上浮15%

-20%。北京个别外资行执行首套房基准上浮5%。

上海首套、二套房贷利率均为一线城市最低，分别

按照基准利率95折和基准上浮10%执行。

广州略有差异， 多数银行普遍执行首套房贷

利率基准上浮10%、二套房贷利率基准上浮15%，

但部分银行上调了房贷利率， 如浦发银行于8月

初将首套房贷利率从基准上浮5%上调至基准上

浮20%， 二套房贷利率也从基准利率上浮20%到

基准利率上浮25%。

一名广州中原地产房产销售经纪人表示，有客

户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银行对房贷利率酌情打折

的情况，（下转A02版）

海外市场风云激荡 A股浪里稳行舟

□

本报记者 吴玉华

8月13日，A股市场三大指数跌幅均

未吞噬前一交易日涨幅。 A股市场仍处于

缩量格局，沪市成交额为1539.58亿元，深

市成交额为1856.92亿元， 两市合计成交

额为3396.5亿元，创8月以来成交额新低。

分析人士表示，在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加大

之际，A股市场仍处于近期的缩量调整格

局之中，凸显A股韧劲儿。

阿根廷迎“尖峰时刻”

隔夜，全球市场变幻，欧洲股市跌多涨

少，英国富时100指数、法国CAC40指数均

收跌，美国三大股指跌幅均超过1%，道琼

斯指数跌幅为1.48%， 纳斯达克指数跌幅

为1.20%， 标普500指数跌幅为1.22%。 此

外， 阿根廷股市汇市大幅下挫， 阿根廷

MERV指数下跌37.93%，阿根廷比索兑美

元一度跌约37%， 刷新盘中历史低点至

61.99。 不过，13日晚间， 全球市场出现上

涨。 截至22时29分，美元兑阿根廷比索汇

率上涨超过8%， 阿根廷MERV指数上涨

9.45%；欧股由跌转涨，富时100指数上涨

0.21%， 法国CAC40指数上涨1%， 德国

DAX指数上涨0.48%；美股三大股指上涨，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55%， 纳斯达克指

数上涨1.94%，标普500指数上涨1.48%。

在隔夜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

下，13日A股市场三大股指低开震荡。截至

收盘，上证综指下跌0.63%，报2797.26点；

深证成指下跌0.85%，报8902.63点；创业板

指下跌1.01%，报1524.36点。

13日，三大指数的跌幅并未吞噬前一

交易日的涨幅， 同时虽然两市个股跌多涨

少，但市场仍有不少亮点。 一方面，科创板

股票表现出色，28只个股有25只上涨，福

光股份上涨15.60%，沃尔德上涨9.32%，交

控科技上涨7.15%，微芯生物、柏楚电子、

晶晨股份分别下跌10.74%、6.16%、5.68%。

另一方面，一些题材板块活跃。氟化工板块

涨幅达到1.80%，中欣氟材涨停。 在全球市

场变幻的情况下，A股市场韧性显现。

从盘面上来看， 虽然两市震荡调整，

但市场进一步缩量， 沪市成交额为

1539.58亿元， 深市成交额为1856.92亿

元，两市合计成交额为3396.5亿元，创8月

以来成交额新低。

在资金方面，Wind数据显示，主力资

金净流出145.42亿元， 在近10个交易日

中，主力资金有9个交易日出现净流出，仅

有8月12日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入，而13日

145.42亿元的净流出额比7个交易日的净

流出额要小，仅多于8月8日。

招商证券策略分析师张夏表示，A

股目前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对北上

资金吸引力犹存。 综合来看，虽然A股

目前面临较多外部挑战，但当前机会大

于风险，建议把握景气趋势，布局优质

标的。

A股中期向上格局不改

对于后市， 银河证券策略分析师洪

亮表示，短期而言，市场上行动力稍显不

足，但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市场或处于

震荡区间。 8月MSCI扩大纳入A股因子

比例计划不变，有稳定市场情绪的作用，

但不应对此过于乐观。 受中报集中披露

影响，建议更多关注稳定性价值股、各行

业龙头企业， 其在当下具备攻守兼备特

性。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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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家公司中报业绩超预期 医药行业成赢家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董添

在白马股中报业绩频频 “爆雷” 的背景

下，中报业绩大幅超出预期的公司引发市场关

注。 数据显示，在已披露中报业绩的2000多家

上市公司中， 逾百家公司中报业绩大幅增长，

超出市场预期。医药、电子元器件、通信等行业

成为诞生中报业绩超预期公司的热土。

113家公司表现抢眼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13日，在已披露

中报和中报业绩预告的2259家上市公司中，共

有113家公司的中报业绩大幅超出市场预期。

其中，东方日升、东方电缆、坚朗五金等不少上

市公司在取得中报业绩超出市场预期表现的

同时，净利润也实现了翻倍以上增长。 以东方

电缆为例， 今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90亿元，同比增长7.45%；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亿元 ， 同比增长

220.09%，超出市场预期。

今年上半年，不少行业景气度超出市场预

期，相关上市公司中报业绩亮眼。 与圣农发展

为例，由于上半年禽链景气度超预期，公司鸡

肉业务盈利水平大幅提升，从而带动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65.54亿元，同比增长29.27%，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53亿元， 同比

增长393.4%。

难能可贵的是，不少上市公司在行业发展

不利的大背景下，仍然实现逆势增长。 以玲珑

轮胎为例，在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产销萎靡不

振的背景下，公司轮胎产销逆势增长，带动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83.10亿元，同比增长14.7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5亿元，

同比增长38.47%。

招商证券发布的研报认为，玲珑轮胎能够

取得上半年轮胎产销逆势增长、中报业绩超预

期的表示，主要源于公司在零售市场的强劲表

现，特别是以泰国工厂为代表的海外零售超预

期。同时，公司在配套市场不断取得突破，凭借

性价比优势快速渗透福特、大众、吉利等国内

外知名主机厂配套业务，新业务开拓平滑了国

内配套市场的下滑。

医药类公司数量较多

在众多的行业中， 医药、 电子元器件、通

信、机械等行业成为诞生中报业绩超预期上市

公司的热土。

其中，医药行业成为中报业绩超预期表现

的大赢家，共有安图生物、柳药股份、金域医

学、通策医疗、东诚药业、北陆药业、振兴生化、

天坛生物等18家上市公司的中报业绩表现超

出市场预期。 以金域医学为例，公司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25.43亿元，同比增长20.26%，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2亿元，同比

增长78.92%，超出市场预期。

截至8月13日，共有54家医药上市公司披

露了半年报或半年度业绩快报，45家实现净利

润同比增长。 其中，11家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

50%。另有86家医药上市公司披露了中期业绩

预告，60家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同时，受基建补短板、环保政策趋紧、设备

更新等多重利好因素影响，工程机械行业下游

需求持续复苏带动挖掘机销量持续增长，从而

带动不少机械行业上市公司中报业绩取得超

预期表现。 以三一重工为例，公司预计上半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亿元至

70亿元，同比增长91.82%至106.58%。

另外，虽然涪陵榨菜业绩爆雷引发市场关

注。（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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