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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沪深股通持股量
（万股）截至21日

持股市值(万元)
截至21日

占流通A股
(%)(公布)

600188 .SH 兖州煤业 4100 . 63 34814 . 37 1 . 38
600219 .SH 南山铝业 38650 . 78 79620 . 60 3 . 94
600426 .SH 华鲁恒升 3927 . 38 71713 . 93 2 . 42
600547 .SH 山东黄金 7615 . 51 284058 . 68 3 . 24
600587 .SH 新华医疗 1087 . 62 16673 . 19 2 . 69
600756 .SH 浪潮软件 746 . 59 13908 . 92 2 . 30
601019 .SH 山东出版 1710 . 72 11068 . 35 4 . 00
002242 .SZ 九阳股份 5608 . 07 179458 . 17 7 . 31
002958 .SZ 青农商行 2029 . 39 9010 . 51 0 . 36

数据来源:Wind 制表：时超

●稳外资系列关键政策加快落

地 作为“六稳”工作的重点，稳

外资工作近期取得了显著效果。根

据商务部数据，今年4月份全国实

际使用外资703 . 6亿元，同比增长

11 . 8%。这样一份成绩单，充分体

现出各项稳外资政策切实发挥了作

用，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也不断增

强。

●援企稳岗扩就业、保就业要

精准发力 稳就业、保就业在当前

经济形势下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需要多措并举精准发力。要在援

企稳岗上持续加力，进一步扶持

中小企业发展；要在确保重点群

体就业上下功夫，着力化解就业

结构性矛盾；要挖掘服务业、平

台经济等方面潜力，不断扩容就业

蓄水池。

●2020年度邵逸夫奖获奖名单

揭晓 邵逸夫奖基金会21日在香港

公布2020年度邵逸夫奖获奖名单，

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和以色列的

多位科学家分获天文学、生命科学

与医学、数学科学3个奖项，每项

奖金为120万美元。

●香港海洋公园拟转变为以

教育、保育功能为主的度假胜地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局长邱腾华21日表示，香港海洋

公园拟将由传统的主题乐园，转

变为以教育、保育功能为主的度

假胜地。

●中国大使馆向阿富汗喀布尔

省捐赠食品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

21日向阿富汗喀布尔省捐赠一批食

品，为当地生活困难民众提供帮

助。捐赠仪式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

馆举行，喀布尔省省长海达里、中

国驻阿富汗大使王愚等出席捐赠仪

式。 （均据新华社）

Da shi

大事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22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

说，做好今年政府工作，要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紧

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

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

攻坚战，加大“六稳”工作力

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

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

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

有，但我们有独特政治和制

度优势、雄厚经济基础、巨

大市场潜力，亿万人民勤劳

智慧。只要直面挑战，坚定

发展信心，增强发展动力，

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

略机遇期，当前的难关一定

能闯过，中国的发展必将充

满希望。

综合研判形势，我们对疫

情前考虑的预期目标作了适当

调整。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

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

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任务；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

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

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 . 5%左

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 . 5%左

右；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

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与

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

困县全部摘帽；重大金融风险

有效防控；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

下降，努力完成“十三五”规

划目标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

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

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

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

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

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

精 力 抓 好 “ 六 稳 ” 、 “ 六

保”。“六保”是今年“六

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

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

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

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

础。要看到，无论是保住就业

民生、实现脱贫目标，还是防

范化解风险，都要有经济增长

支撑，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

局。要用改革开放办法，稳就

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

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

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

路子。

>>下转2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稳就业 保民生 促消费

◆导报记者 刘勇 济南报道

春节后济南房屋出租市场

一路下跌，好不容易等来复工，

但租赁市场并没有多少起色。

经济导报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不少房东的房子空置3个

多月，甚至有房东将租金的价

格下调了近500元，但依旧没

有租出去。

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

的业内人士指出市场上出租房

越来越多，而需求端却下滑，租

金下滑，因此租金回报率越来越

低。“从租金回报率来看，房价、

房租发展不均衡。”中国房地产

经纪研究中心研究员黎明元接

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降价只为租出去

20日，济南市民翟莹将录

制的小视频发在抖音和微信朋

友圈，告诉大家自己的房子租

金下降了。

实际上，从4月份开始，

翟莹就忙着一个事情——— 将房

子租出去。

翟莹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此前她的这套房子一直租给

一对大学生使用，每个月租

金2300元，春节前夕对方退

租 了 ， 当 时 翟 莹 也 没 当 回

事 ， 反 而 有 点 沾 沾 自 喜 。

“原本就想今年提租，正好

对方退租，新房客的租金就

顺其自然提到2500元了。”

翟莹说，“往年春节过后的

三四月份属于租赁旺季，应

届毕业生提前找房叠加返回

济南工作人士租房，租赁市

场一片红红火火。”

但今年，一场疫情之后，

租赁市场“变天”了。原本很好

租的房子，结果租不出去了。

4月初，翟莹标价月租

2500元将房子挂在网上，但半个

月过去，没有一个人打电话询问

情况，这让她感觉到有点不对

劲。“以前挂在网上，当天就会接

到看房电话，最多一周就能租出

去，如今半个月没有电话。”

随后，翟莹将房子挂在一

家房产中介公司后才知道，原

来最近房子积压得越来越多，

每个片区的在房源都充足，但

就是好卖不好租，不少房东降

租都找不到租客。“现在我已

经将租金降到了1800元，就是

想抓紧时间租出去，毕竟蚊子

腿也是肉嘛。”

济南华诚房地产中介公司

总经理徐华鹏告诉经济导报记

者，以往每年业主涨租

幅度都在200元左右，

但今年非但没涨价反而

不少业主在降租。

供需不平衡

为何今年的租赁市场会如

此反常？

对此，徐华鹏认为，供应

量增大，但需求相较以往有所

下行，因此空置率上升便是自

然而然的事情。

在洪楼南路一家房产中介

处，销售顾问马宇彤告诉经济

导报记者，现在房子好卖不好

租。“现在一套房子只要价格合

适，我可以在半个月内卖掉，但

要租出去，即使价格比较低，也

不敢保证能租出去，主要是房

源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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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时超)连续5

天净流入的北向资金，与再度

向2800点回落的A股形成鲜明

对比。Wind资讯的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21日北向资金本周

净流入金额已经达到112 . 72亿

元，这些“聪明钱”又看中了

哪些个股，备受投资者关注。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北

向资金本周的进场，既没有

“喝酒吃药”，也很少加仓科

技股，而是盯上了有色板块。

如鲁股方面，沪股通账户持有

的兖州煤业(600188)股份数量

增长迅速，其持股量从4月初

的2780万股左右增加到20日的

4018 . 75万股，对应市值达到

3 . 4亿元，创出了今年来的新

高；南山铝业(600219)同样受到

北向资金青睐，5月以来沪股

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一直

在3 . 74亿股之上徘徊，持股比

例接近4%，20日沪股通账户持

有该公司股份数量达到3 . 86亿

股，市值接近8亿元。

另外，A股方面近期获得沪

股通、深股通账户增持的个股，

还有紫金矿业(601899)、云南铜业

(000878)等。有市场分析人士指

出，经过前期的调整，有色板块

的部分个股估值已经到了历史

低点，考虑到全球疫情好转后带

来的需求会逐渐提升，相关个股

安全边际较高，且有回暖空间，

容易受到资金的关注。

事实上，估值一直是北向

资金衡量投资标的的重要指

标，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除

了有色板块外，近期有所回落

的金融板块也受到北向资金青

睐。比如青农商行(002958)近

期就获得北向资金明显增持，

深股通账户持有该股的数量已

经升至2029 . 39万股。

E
Zui xin xiao xi

最新消息

本周百亿北向资金逆市进场

兖州煤业等多只鲁股获增持

房源日渐充足 需求有所下行

出租市场房东降价寻客

E 盘后点睛

导报讯(记者 时超)22日，沪

深两市纷纷下行，截至收盘，上证

指数收跌1 . 89%报2813 . 77点；深成指

跌2 . 22%报10604 . 97点；创业板指午

后跌近3%，收跌2 . 52%报2046 . 6点。

日内，仅稀土永磁收红，稀

土、卫星导航概念相对活跃，口罩

防护、医药、特高压概念、数字货

币、网红经济等板块跌幅居前。北

向资金全天净流出33 . 26亿元，其

中，沪股通资金净流出3 2 . 9 2亿

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出0 . 34亿元。

个股方面，卓翼科技(002369)

日内涨停，公司发布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发行对象为包括江夏

科投在内的不超过35名的特定投资

者，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 . 20亿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将全部投资于武汉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厦门TWS耳机等物联网产

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

金、偿还金融机构债务。

沪指回探2800点
卓翼科技涨停

获北向资金增持鲁股一览表

加强对地方财力的保障，是今年

预算安排的重点。中央财政将全力保

障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当然，地方

财政也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要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强化管理，要把

有限的资金用到点子上。

去年中国GDP增长6 . 1%，其他经

济指标也都很亮眼，确实很不容易，

需要倍加珍惜。这也说明了，中国经

济发展的基础是比较牢固的，比较厚

实的，我们有实力也有能力应对前进

中的各种困难挑战。

粮食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中

国不会发生粮食危机。这里我想用

四句话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粮食连年丰收，库存比较充裕，口

粮绝对安全，饭碗端在手里。

““通通道道””热热闻闻

导报讯 22日上午，第二十二

届中国科协年会山东氢能及燃料

电池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专题

调研座谈会在山东济南召开。记

者从座谈会上了解到，目前，山

东已建成加氢站6座，其中5座日加

氢量在500公斤及以上；全省氢燃

料电池汽车上牌数为126辆，6月份

有望超过200辆。

下一步，将借院士专家团队来

山东调研的契机，紧紧抓住新旧动

能转换的有利时机，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整体部署，深入推进氢能及燃

料电池汽车产业的发展，探索出一

条以能源变革带动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米雪伟)

推进氢能产业发展
山东建成加氢站6座

财政部部长刘昆：

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点子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

我们有能力应对各种困难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口粮绝对安全 饭碗端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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