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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a shi

大事

导报讯(记者 韩祖亦)受台

风“利奇马”影响，山东多地遭

遇强降雨天气。面对“利奇马”

造成的暴雨洪涝灾情，山东各

地抢险救灾工作正全面有序开

展。12日，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下发《关于抓紧开展抢险救

灾工作的通知》，下一步将全力

搜救失联人员，抓紧开展水毁

工程修复、农田排涝和生产自

救、道路抢护修复等，妥善安置

转移群众生活。其中要求，要采

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动员一切

可以动员的力量，全力展开失

联人员搜救工作，有关搜救进

展要第一时间通知失联人员家

属。要加强医疗力量，全力做好

受伤人员救治工作。

据经济导报记者了解，12

日10时，“利奇马”位于潍坊市

北部近海海面，对山东降水影

响明显减小，但风力较大。基于

此，11时，山东省气象台解除暴

雨红色预警信号，继续发布黄

色预警。

本次台风强降雨，寿光、临

朐、昌乐、青州等潍坊市县受灾

较为严重。

经济导报记者12日从寿光

方面获悉，10日9时至11日22时，

寿光市平均降雨287 . 4毫米，折

合降水量6 . 32亿立方，为自1959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一次降

水。如果按照大明湖120万立方

米的蓄水量计算，相当于“下”

了527个大明湖。

据初步统计，寿光市低洼

易涝区1 . 8万个大棚进水，农田

受灾面积13万亩，沿河部分村

庄9 . 3万群众撤离，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近10亿元。

为全力组织抢险排涝，寿

光市先后组织调拨各类工程机

械车辆1404辆，砂石料97681方、

建筑垃圾20万方、钢砂1 . 04万

吨、吨袋编织袋各20余万条，调

配冲锋舟20只；省、潍坊市调集

挖掘机共300部。组织协调由市

直部门、大中型企业组成的121

支救援队伍以及8支社会专业

救援队伍参加抢险救灾。协调

1600名现役官兵、300名预备役、

300名消防人员全部投入抢险

救援，省应急管理厅派出10余

人的专家队伍驰援寿光。

同时，寿光市切实做好受

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纪

台、稻田、洛城以及孙家集、文

家、羊口等镇街迅速组织群众，

启动自备水泵和市里调配的

450台排水泵，投入大棚区和大

田排涝工作。

此外，经济导报记者从济

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

至12日13时，济南市18座大中水

库中，已有包括狼猫山、垛庄、

雪野、锦绣川等在内的10座提

闸泄洪。

12日7时的消息显示，济南

小清河黄台水位22 . 23米，超黄

色警戒水位0 . 23米，距橙色预

警水位还有0 . 77米，距小清河

游步路还有0 . 27米。至14时，该

处水位正在平稳回落，河道运

行平稳。

放“马”过来，我自严阵以待
寿光一天一夜下了527个“大明湖”，2200名“迷彩服”全力驰援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12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300亿元

逆回购操作。因当日无逆回购到

期，故实现净投放300亿元。

时隔14个工作日后，央行重启

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央行发布公

告称，当日开展300亿元逆回购操

作，期限为7天，中标利率为2 . 55%。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

认为，在连续14个工作日暂停逆回

购操作后，为了平稳度过税期、熨

平流动性波动，央行适时地重启逆

回购操作，有利于稳定市场运行、

平稳货币市场利率。

当日，银行间市场除9个月和1

年期限的利率下行，其他期限利率

均有所上行。 (张千千)

央行重启

逆回购操作
时隔14个工作日，净投放300亿

◆导报记者 杜杨 济南报道

日前，山东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大力拓展消费市

场加快塑造内需驱动型经济新

优势的意见》(下称《意见》)

提出，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

策。简单明了的要求，让济南

业界有些忐忑。

原来，目前山东全省只有

济南实际实施了二手车限迁政

策，这不仅让山东省内乃至华

北地区的二手车交易“绕道而

行”，还让一些尾气堪忧的

“千元车”流通不出去，继续

在济南行驶。

受访人士认为，如果全面

取消二手车限迁，不仅将促进

济南一地的汽车消费升级，促

进“千元车”流向周边地区，

还能让济南凭借地利重新成为

二手车交易的区域中心。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济南

可先设置过渡政策，从恢复

“国四”车限迁年限开始，逐

步取消限迁政策。

好车进不来
“千元车”出不去

济西二手车交易市场(下

称“济西市场”)商品门类比

较齐全，在售的二手车从高档

的“BBA”到“千元车”一应

俱全。10日，当经济导报记者

造访这里时，发现某车行门口

停有一辆“老三样”之一的富

康，“这样的车几千元就能买

到，所以叫做‘千元车’。”车行

销售顾问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这辆富康是2005年12月挂

牌的，已经开了9万公里，排

放标准是“国三”，车行报价

仅4000元。在这位销售顾问看

来，“千元车”价格低、周转

快，但利润也薄，“而且，济

南本地顾客消费能力比较强，

‘千元车’的客户主要在周边

县市和农村地区，所以并不是

我们车行的主营业务。”

2018年9月8日，济南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埠转入机

动车管理的通告》，将“国四”

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汽车剔除出

允许迁入的范畴。

“当时我们手上有两辆雷

克萨斯NX200，济南市场的热

门车型，才开了不到 2万公

里，车况很好。车主是夫妻

俩，着急变现，价格又便宜。

唯独有一点：‘国四车’，无

法迁入济南。”一位二手车商向

经济导报记者回忆说。后来短

短几个月内，他的业务便缩水

近半，跨地区业务几乎停滞。

车源以济南本地为主的二

手车商、山东尊悦二手车经销

有限公司负责人左传亮告诉经

济导报记者，他也感受到了政

策带来的压力，“同行向我协

调本地车源的请求明显增多。

如果大家都争抢有限的本地车

源，势必整体抬高二手车的价

格，也包括大家都看不上眼的

‘千元车’。”

“‘千元车’本就属于低

价走量的商品，几百元的提

价幅度足以让周边

县市和农村地区的

顾客望而却步。”

左传亮说。

到了今年6月，济南再次

加码政策，要求自2020年7月1

日起，外埠转入的轻型汽车应

达到“国六”排放标准。受访人

士一致认为，由此济南的二手

车跨地区业务将进一步停滞。

到临沂去
到青岛去

尽管实行限迁政策，但经

过多年的发展，济南地区的二

手车交易已称得上颇具规模。

济西市场之外，泺口、蓝翔、

济东等二手车市场也各自聚集

了一批车商。单论济西市场，

每年服务的车主不下20万人

次，带动就业超过6万人。

“这既有高速公路会集于

济南的因素，也跟济南这座城

市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作用密

不可分。”左传亮如是分析，

并以自己的公司举例，“我们

的外地客户以泰安、淄博、聊

城、德州居多，这都在济南的

辐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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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杜海)A股

上市公司中期业绩披露大幕拉

开，经济导报记者根据Wind

资讯和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

计发现，截至12日午间，已有

1754家公司披露中期业绩预

告，162家披露快报，其中91家

山东公司有接近6成预喜(包括

预增、扭亏、略增)，前身为鲁丰

环保的宏创控股以净利润最高

预增65倍暂居“预增王”。

据悉，宏创控股预计上半

年实现净利2 . 29亿-2 . 92亿元，同

比增长5094 . 24%-6510 . 85%，主要

为报告期内公司将收到的3 . 15

亿元出售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

款项记入其他业务收入所致。

民和股份以净利润最高预

增5113 . 28%，紧随宏创控股之

后。其预计当期实现净利润8

亿-9 . 6亿元，原因在于主营的

商品代鸡苗销售价格同比有较

大幅度上涨。同行业的益生股

份，则预计实现净利约 9亿

元，同比最高增长2693 . 26%，

位列“预增榜”第三位。

希努尔以净利最高预增

393 . 34%，位居第四位。报告

期内，公司文旅业务营收规模

增长，综合收益持续提升。

从这91家山东公司来看，

净利最高预增100%以上的有21

家，包括民生控股、金麒麟、

金岭矿业等。这些公司有的受

益于行业景气度上升，有的则

靠出售资产获益。如，金岭矿业

净利预增81 . 11%-132 . 5%，主要

原因在于上半年公司主要产品

售价同比上涨，同时，公司半

年度投资收益亦大幅增加。

不过，业绩预亏或大降的

山东公司也不鲜见。如浪潮软

件，其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为-3300万元。据悉，其参股

公司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公

司上半年净利润出现大幅下

降，公司对其的投资收益同比

下降8300万元左右，下降幅度

在70%左右。

鲁西化工也预告业绩将大

幅下降———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7 . 50亿-8 . 50亿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下降50 . 59%-56 . 40%。

此外，有的公司发布中期

业绩预告时，使用了“不确

定”的字眼。如鲁银投资，其

预计当期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不确定”。

“公司上年同期出售子公

司泰泽海泉，获得的投资收益

对利润贡献较大。预计本期年

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存在波

动。”鲁银投资解释称。

不难想见，随着《意见》的实施，济南的

二手车跨地区业务将回暖，尾气堪忧的“千

元车”也将淡出济南，济南二手车交易“区域

中心”的地位将继续稳固

E

E 盘后点睛

各大指数创逾1个月最大涨幅

华阳国际上蹿下跳
现“天地板”

导报讯(记者 时超)12日，沪深

两市双双高开，日内震荡走高，超

3000只个股上涨。截至收盘，上证

指数收涨1 . 45%重回2800点之上，

创业板指涨2 . 14%，各大指数均创

逾1个月最大涨幅。盘中，北向资

金净流入22 . 4亿元，已连续3个交

易日净流入。

个股方面，此前录得5个连续

涨停的华阳国际(002949)今日出现

“高台跳水”。其早盘以33 . 09元

高开，一度冲至34 . 6元高位，逼近涨

停。然而很快风云突变，9点43分左

右，其在 1分钟之内直线跌停至

28 . 58元，并一直维持到收盘。与盘

中最高价相比，华阳国际单日市值

蒸发近12亿元，振幅达18 . 96%。

从市场表现看，游资在华阳国

际股价的上蹿下跳中起到了不小的

作用。上周5个交易日，在没有什么

利好消息刺激的情况下，华阳国际

连续涨停，一周累计涨幅达61 .09%。龙

虎榜数据显示，知名游资华泰证券

成都南一环路第二营业部、国金证

券上海互联网证券分公司营业部、

华泰证券深圳彩田路证券营业部等

先后现身该股交易榜单。

已披露中期业绩预告的91家A股山东公司近6成预喜

宏创控股净利润最高预增65倍

限迁政策导致行业“失血” 省政府发文提出全面取消

济南二手车交易“踩油门”
●70年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59 . 2倍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

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显示，

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28228元，相比1949年名义增长

566 . 6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59 . 2倍，年均实际增长6 . 1%。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姜

万荣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免去张汉晖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

●今年以来新三板成交金额近

500亿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新三板)披露数据，截至9

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总计 9 5 0 7

家，今年以来累计成交金额已达

494 . 99亿元。

●全国单身人口已达2 . 4亿

近年来，单身的比例在我国逐渐走

高。资料显示，中国单身人口总数

已达到2 . 4亿，其中年轻群体数量

庞大。2018年，结婚率仅为7 . 2%，

这个数字创下了近十年来新低。

●“利奇马”已致浙江39人

死亡9人失联 根据浙江省防指的

最新数据，截至12日7时，超强台

风“利奇马”已致 6 6 7 . 9万人受

灾，因灾死亡3 9人，失踪9人，

紧急转移安置1 2 6万人，农作物

受灾面积23 . 4万公顷，倒损房屋

4 . 1万间。

●印度今年已累计降息超100

基点 印度央行近日宣布下调基准

回购利率35个基点至5 . 4%，以支撑

经济增长。这是印度央行今年第四

次下调回购利率，累计降息超过

100个基点。市场分析人士预计，

在10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印度

央行将再次降息。 (均据新华社)

最新消息

Zui xin xiao xi

12日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了解到，根据报灾系统统计，截

至12日5时50分，山东省济南、

青岛、淄博、枣庄等14市79个县

(市、区)的522个镇街受灾。据初

步统计，全省受灾人口165 . 53万

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18 . 38万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7 . 54万公

顷，倒塌房屋609间，相关灾情

数据正在进一步统计中。

图为11日，救援人员在滨

州市滨城区一积水路段救助被

困车内的九旬老人。(新华社发)

风雨之中
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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