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移动和中国广电宣布共建5G

打造“网络+内容”生态

□本报记者 杨洁

5月20日下午，中国移动公告，母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移

动” ） 已经与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广电” ）订立有关5G共建共享

之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开展5G共建共享

以及内容和平台合作，共同打造“网络+内

容”生态。

“靴子”落地

中国广电是新晋的移动通信运营商，且

手握700MHz这一5G建网的“黄金频段” 。

今年1月，工信部依申请又向中国广电颁发

4.9GHz频段5G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同意其

在北京等16个城市部署5G网络。 基于中国

广电将与中国移动共同开发4.9GHz频段资

源，市场不乏双方将合作共建5G的传闻。

如今双方合作靴子落地。 不过，从已披

露的合作内容来看， 双方合作主要围绕

700MHz频段和2.6GHz频段， 暂不涉及

4.9GHz� 5G网络。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因为

4.9GHz频段相关产业链还不是很成熟，未

来双方仍有继续合作的可能性。 目前，中国

移动拥有2.6GHz及4.9GHz频段的5G网络

部署许可， 而中国广电拥有700MHz和

4.9Ghz频段的5G网络部署许可。

据公告介绍，中国移动和中国广电将联

合确定网络建设计划，按1：1比例共同投资

建设700MHz� 5G无线网络，共同所有并有

权使用700MHz� 5G无线网络资产。 中国移

动将向中国广电有偿提供700MHz频段5G

基站至中国广电在地市或者省中心对接点

的传输承载网络， 并有偿开放共享2.6GHz

频段5G网络。 此外， 中国移动将承担

700MHz无线网络运行维护工作，中国广电

向中国移动支付网络运行维护费用。

双方还约定， 在700MHz频段5G网络

具备商用条件前，中国广电有偿共享中国移

动2G/4G/5G网络为其客户提供服务。 同

时，中国移动为中国广电有偿提供国际业务

转接服务。

公告显示，双方将在保持各自品牌和运

营独立的基础上，共同探索产品、运营等方

面的模式创新，开展内容、平台等多方面深

入合作，并开展渠道、客户服务等方面合作

运营。 双方的合作期限自5G合作框架协议

生效之日起至2031年12月31日。 合作期限

届满前，任何一方有意续约的，双方将就5G

合作框架协议续约事宜进行协商。

推进5G建设

中国移动在公告中表示，协议双方可发

挥5G技术、频率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集约高

效地实现5G网络覆盖。 推动双方在内容方

面合作，共同打造“网络+内容” 生态，达成

双方互利共赢。 双方将就5G合作框架协议

中的具体方案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协商落

实。

中国移动副总经理简勤近日表示，截至

4月底， 中国移动建成5G基站12.4万个，覆

盖56个城市， 发展5G套餐客户突破5000

万， 已经成为全球5G网络覆盖最广、5G客

户规模最大的通信运营商。

与中国移动合作共建5G， 可以弥补中

国广电在资金、技术实力上的不足，而中国

广电也具有客户资源覆盖广的优势。东吴证

券研报指出，中国广电客户基础扎实。 截至

2018年底， 全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达

98.94%，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25%。中国

广电还为三网融合的重点推动企业，将推动

电信网、 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相互融合渗

透，打造一朵智慧广电媒体融合云，统筹推

进并完成全国互联互通平台建设。

近日， 中国广电在世界电信日表示，将

着力打造具有广播电视特色，集移动通信运

营、融合媒体传播、智慧广电承载、智能万物

互联、国家公共服务、绿色安全监管于一体

的5G新网络， 并表示力争2021年底基本实

现广电5G的全国覆盖。

此 次 双 方 合 作 共 建 5G 网 络 围 绕

700MHz，将促进700MHz产业链的加速成

熟。事实上，700MHz具备低频覆盖范围广、

损耗低、穿透力强等特性，5G建网更具成本

优势，被认为是“黄金频段” ，可满足无人

机、应急抢险、环境监测等行业对5G网络的

应用需求。

公开资料显示，中兴通讯在深圳率先完

成了700MHz和4.9GHz频谱的5G载波聚

合验证，进一步丰富了700MHz+4.9GHz双

频组网解决方案，助力下一步全球700MHz

频段5G商用建设。

紫光展锐5月20日也宣布，紫光展锐5G

基带芯片春藤V510已实现对FDD（频分双

工）制式下700MHz频段的支持，并于近日

实现了上下行数据互通。将有力支持中国以

及全球700MHz� 5G网络建设，为消费级与

产业级用户提供更多的5G场景应用。

219家公司重要股东发布减持计划

热点行业减持多 解禁压力渐显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20日晚，5月以来，A股

共有219家上市公司发布重要股东减持计划，仅14家

上市公司发布重要股东增持计划， 减持规模远远大

于增持规模。 在流通股解禁方面，5月份流通市值是

2020年全年最低，约为1783.29亿元。 从6月开始，A

股整体解禁压力渐显，7月份流通数量达到年内第二

高。

减持规模较大

不少公司涉及减持的股东数量和比例均较多。

以金溢科技为例，公司5月18日晚公告，近日公司接

到大股东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司、 罗瑞发、 刘咏

平、杨成、王明宽、李娜、李朝莉和王丽娟等8位股东

通知， 获悉其计划在近期减持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合

计不超1360万股， 不超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1.29%。

公告显示，上述股东的减持理由均为自身资金需求，

敏行电子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罗瑞发系公司实控人、

董事长，罗瑞发持有敏行电子94%的股权。

从减持主体看， 上市公司高管占据绝对主导地

位，其次为机构类持股股东，自然人股东占比相对较

小。 此外，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18家上市公司

涉及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不少公司被部分重要股东清仓减持。 据中国证

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最新公布减持计划的上市公

司重要股东中，金域医学5%以下股东天津君睿祺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蛋生物5%以下股东苏

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英飞特持股5%以上股东

浙江华睿泰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尚志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拟减持其全部持股。

从清仓减持的股份来源看，绝大多数是IPO之前

取得的原始股，在清仓减持前，多数公司已经进行了

多笔减持。 从清仓减持的原因看，减持主体自身资金

需要是上述股东清仓减持的主要原因。此外，配合企

业发展需要、经营投资安排以及被动减持，占比也较

大。 从减持主体看，机构占据绝对主力，股权投资类

公司、 创业投资类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占比超过八

成。这些公司以原始股东的身份取得原始股，逐步进

行获利了结。

某大型资本合伙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逐

步清仓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是原始股权投

资得以退出的一种方式。 随着科创板等灵活上市机

制推出后，原始资本退出更加便捷。

热点行业成减持主力

从发布重要股东减持计划的上市公司所在行业

看，Wind数据显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共涉及44家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 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共涉及38家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减

持，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共涉及36家上市公司重

要股东减持， 医药制造业共涉及26家上市公司重要

股东减持。 这些行业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压力较

大。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对于前期股价涨幅较大、

且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 如果短期内重要股东减持

压力大，应该谨慎对待。 比如，与口罩等防疫物资相

关的概念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

和林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相关投资者在选股的

时候， 应首先考虑基本面， 涉及清仓减持的上市公

司，股价短期内会承压，可以暂时选择规避。

在重要股东减持股份的原因方面， 中国证券报

记者梳理发现，偿还股票质押融资、个人资金使用安

排、为公司提供借款、为公司及子公司项目建设提供

资金是主要原因。 另外，触发协议违约条款、质押股

份达到平仓线、偿还质押债务、合同纠纷导致司法强

制执行占比也较大。 此外，也有部分公司减持原因是

成立的资管信托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到期，减持后获

利了结。

在偿还股票质押融资方面，以天齐锂业为例，公

司5月18日晚公告，当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天齐集团

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天齐集团现持有公司股

份5.32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04%，天齐集团拟通

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862.6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6%， 减持期间为自7月3日起的6个

月内。 拟减持原因为偿还股票质押融资。

解禁压力逐渐逼近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大小非的锁定期到期后，有减持计划的机构投资

者及财务投资者可能会给相关上市公司带来较大的

减持压力。

Wind数据显示，5月份开始流通股数合计约

118.68亿股，开始流通市值合计约1783.29亿元，5月

份流通市值是2020年全年最低。 从6月开始，A股整

体解禁压力渐显，7月份流通数量达到年内第二高。

具体来看，6月份共有116家上市公司限售股开

始流通，开始流通股合计约156.56亿股，开始流通市

值合计约2291.93亿元。 7月份共有130家上市公司限

售股开始流通，开始流通股合计约163.3亿股，开始

流通市值合计约4595.51亿元。

分周来看，本周解禁压力整体较大。 从5月份来

看，本周解禁开始流通市值合计635.46亿元，压力仅

次于上周的672.7亿元。 从个股来看，Wind数据显

示，晶科科技、岳阳林纸、兰州民百、秦安股份、中简

科技、三角防务等多家上市公司本周流通数量超过2

亿股。其中，晶科科技5月19日首发上市，流通数量达

到5.95亿股，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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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虹回应董监高减持：

不影响对公司的信心

□本报记者 黄一灵

一季度净利同比增长82.14%，董监高

为何还宣布减持？ 在5月20日召开的股东

大会上，上海亚虹就减持问题进行回应。

上海亚虹高管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减持是管理层根据自身需求作出的

决定，不影响管理层对公司的信心。 受疫

情影响， 大部分公司一季度净利同比下

滑，我们反而增长，我们对自己的公司很

有信心。 ”

财报显示，上海亚虹2020年一季度实

现营业总收入9787.59万元， 同比下降

22.44%； 实现归母净利润253.07万元，同

比增长82.14%。2019年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5.64亿元，同比减少11.49%；归母净利润为

2279.18万元，同比减少46.9%。

4月20日晚， 上海亚虹公告称， 徐志

刚、李建民、严丽英、王忠明、杨建伟、刘亢、

徐伟等7名董监高人员因个人资金需求计

划自5月15日至11月14日期间， 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51.5万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08%。 按照5月15日上海

亚虹收盘价每股10.65元计算，151.5万股

对应市值为1613.48万元。

记者注意到，2019年7月，上海亚虹发

布过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 因个人资金需

求，李建民、严丽英、王忠明、杨建伟、徐伟

计划自2019年10月11日至2020年3月31日

期间，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

过172.8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3%。根

据上海亚虹4月1日盘后公告显示， 减持时

间区间内，5位董监高共减持43.54万股。

公开资料显示， 上海亚虹于2016年8

月上市， 主营业务为客户提供精密塑料模

具的研发、设计、制造，以及注塑产品的成

型生产、部件组装服务。 上市5个月内，上

海亚虹股价由6.88元/股发行价最高涨至

88.53元/股，随后，股价持续调整，截至5月

20日收盘，上海亚虹股价为10.91元/股。

2020年，上海亚虹因特斯拉概念再度

引起投资者关注。 1月6日，有投资者在互

动平台上提问：特斯拉有间接使用公司仪

表盘注塑件产品，是否属实？ 1月7日11时

28分，上海亚虹回复表示，公司有生产部

分汽车零部件产品间接供货给特斯拉，包

括进口和国产车型，公司目前提供的产品

主要应用于特斯拉汽车座椅和胎压监测

装置。

受此消息影响，上海亚虹1月7日下午

开盘便迅速拉升至涨停板。不过，特斯拉概

念股的光环并没有持续性， 今年以来上海

亚虹股价表现一般，1月8日至今跌幅达到

15.88%，逊色于大盘和行业。

航天工程：依靠航天技术

打造“清洁煤”产业链

“疫情期间，出差在外，您辛苦了！ ……这个春天，仿佛来

得特别晚。 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开春就给全球经济踩下了暂停

键，打乱了无数公司在这一年的经营节奏。 ” 5月19日，航天长

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航天工程” ）一封题为《奔

走在春日的阳光下》致员工的信，刷屏朋友圈，网友为其点赞。

一边是疫情防控,一边是任务指标。 因疫情防控政策,为了

方便及时与项目现场沟通, 公司副总经理朱玉营带领市场部四

位同事， 踏上了出差连轴转的路途， 以兰州分公司为工作根据

地,奔走于多个项目现场之间。 正是这样一群航天工程人，他们

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陆续加入复工复产大军之中。

在建项目陆续复工

不仅是航天工程的员工在甘肃兰州复工复产，4月27日

公司承建的广西华谊项目气化炉也传来捷报： 气化炉一次吊

装成功。“此次吊装采用1000吨级吊车，气化炉的吊装成功标

志着华谊项目全面进入安装阶段。 ” 公司负责人表示。

广西华谊项目位于广西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石化产业

园，采用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HT-L粉煤加压气化技术，

框架内配置5套2000吨级航天炉 （DN3800×70/ (70+5)×

20281）,产气量64.4万Nm3/h（CO+H2），年操作8000小

时,弹性负荷50%-110%，磨煤岛设计最大负荷140%。

该项目于2019年3月22日开工建设，占地约1230亩，总投

资约121亿元。 该项目以煤炭为原料，生产100万吨/年甲醇、

20万吨/年乙二醇、50万吨/年醋酸； 由空分装置、 煤气化装

置、CO变换装置、净化装置、合成气分离装置、硫回收装置、甲

醇合成精馏装置、乙二醇装置、醋酸装置等工艺装置及配套的

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组成。

航天工程主营业务是以航天粉煤加压气化技术为核心，

专业从事煤气化技术及关键设备的研发、 工程设计、 技术服

务、设备成套供应及工程总承包。 公司目前已正常复工，各地

在建项目陆续复工。

肩负国家级重点研发计划

4月16日，公司气化炉的辐射废锅内件出厂，该炉型为目

前世界最大级别的粉煤气化炉。

这是公司承担的科技部国家级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重点专项“大规模干煤粉气流床气化

技术开发及示范”项目的日投煤3500吨气化炉。

“日投煤量3500吨气化炉，是航天工程公司为大规模干煤

粉气流床气化技术开发及示范项目设计研发的超大型粉煤气

化炉。 ” 公司总工程师丁建平表示，该炉型优化了炉内反应和

流场调控，有效保证了气化性能，并开发了半废锅+水激冷技

术。 该炉型具有产量更大、技术指标更优、一次性投资更省、运

行成本更低、环保水平更高等优势，代表着现代煤化工最先进

的煤气化技术水平。

据公司介绍， 在研发过程中， 还进一步优化了合成气除

尘、渣水闪蒸等工艺流程，提高了气化装置的安全可靠性和自

动化程度，使其具有气化效率高、技术指标先进，废水排放量

低等优点。

公司充分利用航天系统工程、 结构设计、 高压高低温传

热、流体动力、控制技术以及高效燃烧等领域取得的军用技术

成果，向民用产业转化和延伸，成功研制了气化炉燃烧器、气

化炉内件及特种阀门等系列关键设备， 实现航天煤气化技术

成套设备的国产化率达100%。

公司负责人表示，在十多年发展中，航天工程把创新驱动

摆在核心位置，持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其气化炉、燃烧器、特

种阀等核心技术产品， 实现了粉煤气化专利专有设备的标准

化、系列化和大型化，满足了传统煤化工技术升级和现代煤化

工产业化发展需求。

“航天炉” 实现“清洁煤”

公司依托航天技术自主研发的航天炉让“褐煤” 变“绿

煤” ，实现了煤炭的清洁利用。

航天工程将中国航天在运载火箭研制、 生产和试验方面

积累的技术优势应用于煤炭洁净高效利用领域， 形成了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航天粉煤加压气化技术” 。

2019年，公司有2个项目3台气化炉相继开车成功，分别是

山东联盟化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改造项目2台航天炉和渤化

永利化工煤气化优化项目1台2000吨级航天炉。 目前公司“航

天炉” 累计签约超过100台，其中61台投入运行，市场占有率

达50%以上，所有装置均实现安全、长周期、稳定运行。

公司在2019年完成专利申请44项， 获得专利授权16项。

公司研制的专利专有设备性能及可靠性均可超过国外进口设

备，保证了“整套装置技术水平国际领先” 。 公司坚持创新引

领，按计划顺利推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大规模干煤粉

气流床气化技术开发及示范” ， 项目顺利完成中期计划并通

过科技部组织的项目中期检查。

与此同时，公司也是行业唯一的粉煤气化技术工程研究中

心，可实现研究成果的工业化实验，提高技术工业应用的可靠

性。 公司被认定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公司还参与制定颁布包括《气流床气化用原料煤技术条

件》 在内的4项国家标准， 还与环评中心合作建立环保实验

室，参与制定煤化工环保标准。（周文天）

强生控股

迎来基本面向上蜕变

5月20日， 强生控股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以网络在

线互动的方式在上证路演中心举行。强生控股、拟注入资产方

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外服” ）、重组中介机

构等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本次交易方案， 并就投资者关注

的问题进行了解答。相关各方表示，本次强生控股拟注入的上

海外服资产，具有较高的可持续盈利能力和较强的成长性。

在本次说明会上，东浩兰生（集团）副总裁、上海外服董

事长李栋在回答中国证券报记者有关“强生控股本次拟被置

入的上海外服资产盈利能力和成长性” 的问题时表示，近年

来中国人力资源服务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未来企业端对于专

业人力资源服务的需求将不断释放。政策利好支持以及社会、

经济的全面发展对人才获取及管理需求的增加， 为人力资源

服务行业带来快速发展机遇。

此前披露的强生控股重组预案显示， 公司拟通过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东浩实业 （集团） 有限公司

（简称“东浩实业” ）持有的上海外服100%股权。

作为本次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国泰君安相关负责

人在本次说明会上表示， 本次交易将能够提升公司的资产质

量，提高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王辉）

减持规模较大

不少公司涉及减持的股东数量和比例

均较多。 以金溢科技为例，公司5月18日晚

公告，近日公司接到大股东深圳市敏行电

子有限公司、罗瑞发、刘咏平、杨成、王明

宽、 李娜、 李朝莉和王丽娟等8位股东通

知，获悉其计划在近期减持所持公司部分

股份合计不超1360万股，不超公司总股本

比例的11.29%。 公告显示，上述股东的减

持理由均为自身资金需求，敏行电子系公

司第一大股东，罗瑞发系公司实控人、董事

长，其持有敏行电子94%的股权。

从减持主体看，上市公司高管占据绝

对主导地位，其次为机构类持股股东，自然

人股东占比相对较小。 此外，中国证券报

记者梳理发现，18家上市公司涉及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不少公司被部分重要股东清仓减持。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最新公布

减持计划的上市公司重要股东中，金域医

学5%以下股东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蛋生物持股

5%以下股东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英飞特持股5%以上股东浙

江华睿泰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尚志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拟减

持其全部持股。

从清仓减持的股份来源看，绝大多数

是IPO之前取得的原始股，在清仓减持前，

多数公司已经进行了多笔减持。 从清仓减

持的原因看，减持主体自身资金需要是上

述股东清仓减持的主要原因。 此外，配合

企业发展需要、经营投资安排以及被动减

持，占比也较大。 从减持主体看，机构占据

绝对主力，股权投资类公司、创业投资类公

司、资产管理公司占比超过八成。 这些公

司以原始股东的身份取得原始股，逐步进

行获利了结。

某大型资本合伙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逐步清仓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是原始股权投资得以退出的一种方式。

随着科创板等灵活上市机制推出后，原始

资本退出更加便捷。

热点行业成“主力”

从发布重要股东减持计划的上市公司

所在行业看，Wind数据显示，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共涉及44家上市

公司重要股东减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共涉及38家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减

持，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共涉及36家上

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 医药制造业共涉及

26家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 这些行业上

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压力较大。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对于前期股价涨

幅较大，且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如果短期

内重要股东减持压力大，应该谨慎对待。比

如，与口罩等防疫物资相关的概念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

行院长盘和林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相

关投资者在选股的时候， 应首先考虑基本

面，涉及清仓减持的上市公司，股价短期内

会承压，可以暂时选择规避。

在重要股东减持股份的原因方面，中

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偿还股票质押融

资、个人资金使用安排、为公司提供借款、

为公司及子公司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是主要

原因。 另外，触发协议违约条款、质押股份

达到平仓线、偿还质押债务、合同纠纷导致

司法强制执行占比也较大。此外，也有部分

公司减持原因是成立的资管信托计划、员

工持股计划到期，减持后获利了结。

在偿还股票质押融资方面， 以天齐锂

业为例，公司5月18日晚公告，当日公司收

到控股股东天齐集团的《股份减持计划告

知函》。 天齐集团现持有公司股份5.32亿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04%，天齐集团拟

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8862.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减持

期间为自7月3日起的6个月内。 拟减持原

因为偿还股票质押融资。

解禁压力渐近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大小非的锁定期到期后，有减

持计划的机构投资者及财务投资者可能会

给相关上市公司带来较大的减持压力。

Wind数据显示，5月份开始流通股数

合计约118.68亿股， 开始流通市值合计约

1783.29亿元，5月份流通市值是2020年全

年最低。 从6月开始，A股整体解禁压力渐

显，7月份流通数量达到年内第二高。

具体来看，6月份共有116家上市公司

限售股开始流通， 开始流通股合计约

156.56亿股，开始流通市值合计约2291.93

亿元。 7月份共有130家上市公司限售股开

始流通， 开始流通股合计约163.3亿股，开

始流通市值合计约4595.51亿元。

分周来看，本周解禁压力整体较大。从

5月份来看， 本周解禁开始流通市值合计

635.46亿元，压力仅次于上周的672.7亿元。

从个股来看，Wind数据显示，晶科科技、岳

阳林纸、兰州民百、秦安股份、中简科技、三

角防务等多家上市公司本周流通数量超过

2亿股。 其中，晶科科技5月19日首发上市，

流通数量达到5.95亿股，位列第一。

219家公司重要股东发布减持计划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

20日晚，5月以来A股共

有219家上市公司发布重

要股东减持计划，14家上

市公司发布重要股东增持

计划。在流通股解禁方面，

5月份流通市值是2020

年 全 年 最 低 ， 约 为

1783.29亿元。 从6月开

始，A股整体解禁压力渐

显，7月份流通数量将达

到年内第二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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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流通家次

流通股数

合计(亿股)

流通市值

合计(亿元)

2020-01-31 205 434.88 5,510.12

2020-02-29 159 264.98 3,048.52

2020-03-31 175 217.26 2,496.63

2020-04-30 169 168.81 2,388.46

2020-05-31 210 118.68 1,783.29

2020-06-30 116 156.56 2,291.93

2020-07-31 130 163.30 4,595.51

2020-08-31 101 246.17 3,232.19

2020-09-30 105 138.35 2,837.69

2020-10-31 103 183.43 1,888.69

2020-11-30 152 308.25 4,053.63

2020-12-31 145 349.14 4,438.94

2020年限售股解禁情况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