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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经济参考报》10 月 29 日刊
发文章称，百城住宅库存45个月
以来首次显著攀升，环比 9 个月
来首次反弹。市场机构预计四季
度将重返上行通道。近日，易居研
究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受监测的 100 个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
43488万平方米，环比增长2.9％，
同比减少5.5％。

数据显示，2015 年 1 月以来
全国 100城库存规模就呈现出持
续性的下跌态势，中间个别月份
虽有反弹，但下跌的趋势没变。而
今年 9 月库存规模明显增长，同
时显著攀升。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分析认为，“这也意味
着，库存走势迎来拐点，四季度将

重返上行通道”。
严跃进说：“从同比增幅数据

看，一线城市在连续34个月库存
同比下跌后，6 月首次出现同比
正增长态势，7至9月继续同比正
增长，这意味着一线城市正进入
补库存阶段。而二线城市、三四线
城市虽然继续同比下跌，但跌幅
是在持续收窄的。”

2018 年 9 月，100 个城市中，
有 38 个城市库存出现了同比增
长现象。其中合肥、惠州和镇江 3
个城市的库存上升幅度较大，同
比增幅分别达到 78％、48％和
47％。同时，100 个城市中，有 62
个城市的库存出现了同比下滑态
势，其中大连、安庆和深圳的同比
跌幅较大，跌幅分别为 43％、
35％和35％。

值得一提的是，横向对比看，
今年三四线城市的存销比下跌较
为明显。严跃进分析指出，“综合
历史数据，2018年下半年三四线
城市的棚改政策略有调整，尤其
是商品住宅库存不足、房价上涨
压力大的城市会面临更多调整。
基于此类政策判断，可以认为，三
四线城市的存销比探底已基本完
成，四季度将面临反弹的可能”。

“2018年9月全国百城库存数
据出现上涨，说明供给规模较大，
而市场去化效果一般。库存走势
也使得房企营销压力增大，进而
会更加依赖以价换量的策略”。在
严跃进看来，“库存规模增加，一
定程度上也解决了当前城市库存
不足和缺货的状态，同时也增加
了购房者议价的空间”。据新华社

证监会昨日对“市场传闻
五只‘国家队基金’已清盘”
进行回应，表示有关报道存在
曲解，事实是相关机构持有的
股票不但没有减持，反而有所
增加。

5只“国家队”基金成立
于 2015 年，分别为华夏新经

济、招商丰庆、易方达瑞惠、
南方消费活力以及嘉实新机
遇。10月26日，5只基金同日
发布了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公告，有传闻称该公告说
明了这些基金已走在清盘的路
上。

综合

证监会回应“国家队基金”清盘传闻：

持有股票不但没减持，
反而有所增加

昨日，在白酒、保险、银行
等权重板块的拖累下，A 股低
开低走。除创业板外，各指数
跌幅均逾2%。

当日，上证综指以 2593.59
点低开，全天震荡下行，最终收
报2542.10点，较前一交易日跌
56.74点，跌幅为2.18%。

深证成指收报7322.24点，
跌182.48点，跌幅为2.43%。

创 业 板 指 数 跌 1.01% 至
1250.48 点 。 中 小 板 指 数 跌
2.34%，以4909.62点收盘。

沪深两市个股几乎全线下
跌，仅 641 只交易品种收涨，
2816 只交易品种收跌。不计
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逾

30 只个股涨停。贵州茅台跌
停。

板块概念方面，畜禽养殖、
房屋建设、半导体涨幅居前，涨
幅都在 1%以内；白酒饮料、机
场、通信运营跌幅较大，跌幅在
6.0%以上。其中，贵州茅台一
字跌停，跌破 600元大关，收盘
报 549.09元，股价创去年 10月
底以来新低，而洋河股份、古井
贡、口子窖等白酒股也以跌停
板收盘。

当日，沪深 B 指也以绿盘
报 收 。 上 证 B 指 跌 1.42% 至
266.61点；深证B指跌 2.53%至
865.07点。 综合

A股低开低走 沪指跌逾2%

《经济参考报》10 月 29 日刊
发题为《股份回购配套规则即将
出台》的报道。文章称，上市公司
的回购力度正在进一步加强，10
月28日晚间，多家上市公司发布
了回购公告。恒力股份公告，公司
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0亿
元，不超过 20 亿元，回购价格不
超过 18 元／股。人福医药、美盛
文化、精工钢构、吉鑫科技、浙江
广厦等多家公司均公告称，公司
董事长提议公司回购。

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以下简
称《修改决定》），对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二条有关公司股份回购制度
的规定进行了专项修改，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修改决定》根据市
场发展需要，新增了可实施股份
回购的情形，简化了回购程序安
排，建立了库存股制度。

中国证监会表示，《修改决
定》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有
助于健全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深
化金融改革，有助于维护广大中
小投资者权益，促进资本市场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为做好修改后
的公司法的贯彻实施工作，证监
会将系统梳理有关上市公司股份

回购制度规则，对于继续适用的
要严格执行，对于公司法修改提
出的新要求，及时完善相应的配
套制度规则，进一步明确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的情形、程序、方式、
信息披露、回购股份的持有、回购
股份的转让、回购股份的注销等
事项。

上交所10月28日则表示，此
次《修改决定》发布实施后，沪市
上市公司主动响应，发布回购预
案、实施回购的沪市公司家数明
显增加。10月26日《修改决定》发
布后，27日、28日两天内，沪市已
有 30 家上市公司披露股份回购
相关公告。 据新华社

股份回购配套规则即将出台

昨日，由中铁十一局
五公司承建的黔（重庆黔
江区）张（湖南张家界市）
常（湖南常德市）铁路长湾
澧水大桥成功合龙。长湾
澧水大桥全长369.1米，是
黔张常铁路全线重难点控
制性工程之一。

新华社发

公募养老目标基金发展再下
一城。昨晚记者获悉，华夏养老
目标日期 2040 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基金中基金（FOF）将于 11月 5
日至12月7日开放申购及定投业
务，投资者可以在华夏基金官网、
华夏基金官方 APP、建设银行等
销售渠道进行申购和定投。这也
意味着，首只可定投的养老目标
基金即将正式上市。

华夏基金表示，对于普通投

资者而言，想更好的利用养老目
标基金，让其更多助力养老金积
累的方法在于“一次性投入+持
续定投”——即坚持投资，除了一
次性买入一笔资金打底，也要以
基金定投的方式持续投入，才能
更好地实现养老目标。

目前已有 26 只养老目标基
金获得发行批文，其中 3 只基金
已经完成募集，分别来自华夏基
金、中欧基金和泰达宏利基金，华

夏养老 2040 三年持有混合 FOF
是境内首只成立的养老目标基
金，其开放定投业务，也标志着公
募养老目标基金运营开启新篇
章。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采用定
投的方式进行养老投资有助于平
滑投资风险，避免长钱在短期中
追涨杀跌。鉴于复利效应的特
点，建议投资者越早开始养老定
投越好。 中国证券网

首只可定投养老基金即将上市

昨日早间，贵州茅台开盘
封死跌停，股价 549.09 元/股，
一举跌破 600 元价位，并且股
价创 2017年 10月 16日以来新
低。贵州茅台市值也瞬间跌去
766亿元。

另外，10月23日贵州茅台
已经大跌 7.40%，自 10月 23日
至昨日，5 个交易日贵州茅台
跌幅达到 20.77%，总市值跌去
1807亿元。

贵州茅台股价大跌与其最
新发布的三季报不无关系。10
月 28 日晚间，贵州茅台、泸州
老窖及五粮液三家A股白酒巨
头纷纷公布三季报，三家公司
前三季度营收净利均实现同比
增长。

贵州茅台在前三季度整体
依然保持不错的业绩，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 522.42 亿元，
同比增长 23.07%；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7 亿
元，同比增长 23.77%。但值得
注意的是，贵州茅台 2018年第
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实 际 同 比 增 长 率 仅 为
2.71%，而2017年以来的6个单
季度最低增速为去年第一季度
的25.24%。

有投资者认为，茅台三季
度业绩增速低于预期，主要是
由于去年第三季度基数较高，
且今年茅台计划外销量同比下
降所导致。

但这种说法在与同行白酒
龙头的对比中似乎站不住脚，
根据业绩情况，五粮液、泸州老
窖、洋河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
增速分别为 19.61%、45.49%以
及21.53%，均高于茅台。

而贵州茅台上次跌停还要
追溯到 2013 年 9 月 2 日，当时
也是因为业绩不佳，2013年上
半年贵州茅台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增长均为个位数，分别为
6.58%和 3.61%。受到中报数
据利空影响，开盘仅 10 分钟，
贵州茅台就被巨额买单打到了
跌停板。但在巨额买单关照
下，股价当天盘中也一度打开
跌停。

受贵州茅台跌停影响，其
他白酒股也大幅下跌，洋河股
份、古井贡、口子窖、顺鑫农业、
伊力特、水井坊等纷纷跌停。
据统计，近 5个交易日，A股白
酒板块总市值缩水超 3400 亿
元。

证券时报网

白酒板块5个交易日
总市值缩水超3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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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预计四季度将重返上行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