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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
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
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充分肯定探月工程
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成就。 他强调，要弘
扬探月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技
高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
际探测新征程， 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

展，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 治 局 常 委 李 克 强 、 栗 战 书 、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烈。 上午10
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步入会场，向
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挥手致意， 全场响起经久不
息的掌声。 习近平同孙家栋、 栾恩杰等亲切交
流，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
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听取有关月

球样品、工程建设、技术转化、科学成果、国际合
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绍。 习近平不时驻足
察看，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
志着探月工程“绕、落、回” 三步走规划圆满收
官， 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
又一重大成就， 是航天强国建设征程中的重要
里程碑， 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17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人
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

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可
喜可贺、令人欣慰。 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
梦想，要推动实施好探月工程四期，一步一个脚
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划，
再接再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学、空间技术、
空间应用创新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
人类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黄坤明、王勇、
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员， 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任务保障
部门代表等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科技
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工程自立项以
来圆满完成六次探测任务。 嫦娥五号任务作为
我国复杂度最高、 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
程，于2020年12月17日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
采样返回， 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
定了坚实基础。

铜价酣涨商品雄起 赚钱效应点燃做多情绪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上周末以来的铜价大涨行情引发市场广泛
关注。
2月22日开盘前， 马先生所在的某股票期货投
资者微信聊天群炸开了锅：有人买铜期权，春节前后
赚了20多倍；有人买有色、钢铁ETF已惊喜落袋；有
人看铜价大涨，对白银再度跃跃欲试；有人等待黄金
调整到位继续入场； 一位唱多化工的投资者激动地称
“化工又要起飞了” ；有人晒出2016年的账户，称看到
被套多年的周期股有翻身的希望……
“我岳父要开心死了， 他持有的一只有色大牛股又
涨停了，赚得盆满钵满。 ” 马先生在开盘后感叹道。

顺周期资产迎风起舞
经过上周末库存短缺及通胀预期消息的密集发酵，2
月22日早盘，国内铜期货价格大涨。 作为商品龙头，“铜博
士” 价格上涨提振商品市场多头士气：截至2月22日收盘，
商品市场5个品种价格涨停，7个品种价格创上市以来新
高，15个品种价格涨幅超3%！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酣畅淋漓的商品牛市了。” 投
资者卢先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近期铜价上涨明显带动
市场情绪，许多品种价格在大涨后继续冲高。
在全面上涨行情下，甚至期货投资者用“估值” 思维选
要是按着这个涨法，只要买价格低位的品种等着涨
标的。“
就行了！” 投资者余先生说，他在短短三个月内已全部挽回
过去两年的投资损失，目前主要持有的是多头仓位。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2月22日， 主力合约价格涨
停的商品期货有乙二醇、PVC、国际铜、沪铜、纯碱，涨幅分
别为8.98%、6.96%、6.00%、5.99%、5.06%；沪镍、沪锡、纯
碱、乙二醇、短纤、苯乙烯、豆二期货等主力合约价格创上
市以来新高。
在A股市场上，2月22日， 顺周期资产继续领衔上涨。
Wind数据显示，截至收盘，贵金属、钢铁、石油天然气、基
本金属、能源设备等五大行业板块日内涨幅居前，涨幅分
别为6.61%、5.80%、4.65%、4.00%、3.21%。
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除传统工业原材料反弹行情
等因素影响外，多与工业转型等因素相关。 例如，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带动钴、锂等小金属迎来应用蓝海，钴、锂资产
价格水涨船高。 国内钛白粉市场目前经历连续8个月涨价
行情。 锡、铂金价格今年以来涨势愈发凶猛。 文华财经数据
显示，截至2月22日，今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锡
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涨幅累计已超30%， 美国铂金期货主力
合约价格同期涨幅超18%。

“流动性宽松+供给不足” 是主因
中大期货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景川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涨主要驱动因素是
全球超额流动性助推资金涌入资本市场， 以及美联储史
无前例的货币超发对美元的打击。 大宗商品价格的周期
性因素及经济复苏预期升温，也对近期的期货市场表现
有提振作用。 ”
回顾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大规模国债
到期兑付，美国货币供应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目
前全球货币超发严重，一旦疫情得到控制，通胀回升
预期会增强。 ” 中银国际期货有色首席研究员刘超
表示。 （下转A02版）

白马股“失前蹄”
A股料重现震荡格局
● 本报记者 胡雨 实习记者 葛瑶
2月22日，A股三大股指回调明显。 白马股股价集体回
落，顺周期板块持续走高，市场行情分化进一步加剧。 业内
人士表示，美债收益率近期快速上升、基金赎回压力等是诱
发白马股回调的主因。 当前市场流动性暂不具备大幅收紧
条件，A股后市大概率会重现震荡格局。 化工、有色金属、服
务业等板块值得关注。

白马股批量回调
2月22日，A股三大股指明显回调。 Wind数据显示，截
至收盘， 上证指数跌1.45%， 报3642.44点； 深证成指跌
3.07%，报15336.95点；创业板指跌4.47%，报3138.67点。
前期诸多屡创新高的白马股出现调整。 其中，贵州茅台
2月22日盘中股价一路下行并持续跌破2400元、2300元关
口，最终收于每股2288.02元，跌幅达6.99%。
不仅是贵州茅台，A股此前备受关注的各种“茅” 几乎
无一幸免。 数据显示，茅指数2月22日重挫5.28%，成份股中
除歌尔股份逆势收涨外，其余尽数收跌。
在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龙看来， 本次下
跌中茅指数跌幅显著， 这些公司盈利能力强， 而且盈利稳
定，背后原因可能与利率相关。
在白马股集体调整的同时，沪深两市2月22日仍有超过
2600只个股收涨，顺周期板块持续走高。 2月22日，在A股28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钢铁、有色金属、采掘等顺周期板块涨
幅居前。 有色金属板块今年以来的涨幅超过24%，在28个申
万一级行业中居首。

市场仍处于做多窗口期
在张玉龙看来，引发白马股集体调整的因素，包括海外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攀升、美债收益率水
平显著上升，以及茅指数成份股中外资持股比例相对较高，
而北向资金有减仓这些成份股的迹象等。
数据显示，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今年以来持续上行，2月
以来进一步加速。截至2月22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10年期
美国国债收益率已升至1.38%上方，盘中创下近一年来新高。
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果在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春节假期期间美
债收益率上升较快，给白马股带来一定
压力。 此外，基金赎回压力也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白马股集体回调。
不过，陈果认为，目前市
场不具备 “由牛转熊” 的
条件。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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