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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再现 飞 舞
沪深股指昨低开高走，钢铁、有色、煤炭板块同时暴涨

多品种价格升至阶段高点 黑色系商品期货全线爆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王也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扬帆
实习生 岑晓林

关关注今日

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注册资本100亿元

警方打掉一个吸贩毒网络平台 涉及600多名嫌疑人

本组文图据新华社

与与养健康 生

孤独危害公众健康
或甚于肥胖

烟头做建材 既可铺路又环保

信 息 超 市

以色列剥夺恐袭者国籍
致其变成“国际黑户”

作为周期行业的有色金属板块今
年上半年业绩喜人，已发布上半年业绩
预告的公司近八成预喜。根据数据统
计发现，截至上周已有8家公司披露中
报业绩，有7家公司2017年上半年归
母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其中，西部
矿业（747.21%）、诺德股份（481.61%）
和西藏珠峰（116.18%）等3家公司中报
业绩同比增长均超100%。二级市场
上，有色板块大涨3.27%，常铝股份等5
股涨停。

西南证券冉绪认为，有色金属价
格整体同比上行支撑企业上半年盈
利增加，半年报业绩表现或超预期。
流动性改善和下游数据企稳推动有
色金属价格持续反弹，进一步催化企
业的盈利弹性。短期美元低位运行，
加之供应持续收紧、需求保持稳定、
库存维持下行趋势，整体来看，有色
金属行业基本面改善好于市场预期，
可关注半年报业绩大幅预增的相关
个股机会。

重庆商报讯 近来持续强势的
黑色系期货市场在周一（8月7日）
再度全线爆发，多个品种价格升至
阶段高位。业内人士认为，整体而
言，黑色系期货品种在今年下半年
的投资氛围仍较为乐观。

黑色系期货持续大涨

周一，商品期货市场多数品种走
势良好，其中又以黑色系品种的表现
最为突出，截至收盘，螺纹钢主力合
约上涨 6.42%，并在盘中一度触及
4101元/吨，创2013年 2月 20日以
来新高。热轧卷板主力合约全天上
涨4.49%，盘中价格一度达到4088
元/吨，创该品种上市以来的最高纪
录。此外，铁矿石、焦炭主力合约在
周一也分别上涨了3.01%、2.3%，各
自重回至今年3月份和1月份的价格
高位。自此，螺纹钢、热轧卷板、铁矿
石、焦炭等四大黑色系期货品种主力
合 约 在 今 年 已 分 别 累 计 上 涨
40.12%、21.06%、1.71%、33.13%。
焦煤今年的表现虽然相对较弱，但6

月以来，其主力合约的价格也已经累
计上涨了36.16%。

国联期货分析师王跃认为，今
年以来黑色系商品期货的整体走势
着实令投资者惊喜交加，至于黑色
系品种价格强势上涨的理由，市场
给出的答案很明确，就是供应受限
叠加需求放量。

据记者梳理，受供应受限以及
需求扩大影响，黑色系商品的库存
量大幅走低，截至8月4日，国内螺
纹钢库存量报415.95万吨，较今年
高位降幅达52.4%。热轧卷板情况
同 样 如 此 ，目 前 热 轧 卷 板 库 存
217.76万吨，创2月份以来新低，较
今年高位降幅32.2%。国内进口铁
矿石库存规模为1.4037亿元，库存
规模连续两周下滑。

这波牛市还能延续多久

眼下黑色系商品期货价格强势
上扬，那么这波黑色系商品期货牛

市还能延续多久呢？
中财期货研究员周智骏认为，新

一轮环保开启，加之之前提出严控地
条钢死灰复燃，决定了钢铁的供应量
始终是偏紧的。如果新一轮环保检
查大面积蔓延到钢铁上，那么黑色系
的价格重心将会上升一个大台阶。

王跃表示，短期而言，由于库
存保持相对低位，叠加地条钢产能
空缺由表外过渡到表内，近1月偏
多概率大，但后续因电炉复产，趋
势将由偏多转为偏中性。中期来
看，由于环保限产，届时产能将有
一定收缩且10月为传统钢材消费
旺季，市场氛围偏多。就具体品种
而言，目前焦煤企业基本保持零库
存或低库存状态，虽然钢厂补库积
极性比较高，但仍未明显感觉到厂
内库存有较明显上涨，部分钢厂厂
内库存仍处于较偏低水平，预计 8
月中旬之前国内焦炭市场或仍表
现偏强走势。近期钢材市场供给
端利好消息频出，预期钢价仍有上
行空间，建议多单可继续持有。受
钢价上涨提振，铁矿价格持续走
强。港口现货价格探涨，成交状况
尚可。目前铁矿短期需求状况良
好，但中长期供应压力仍存，建议
日内短多操作为主。

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周明指出，
钢价持续高位运行且目前钢企持续
高利润以及焦炭需求高稳，焦炭价
格维持上涨态势；焦煤市场受益于
下游焦钢企业需求上涨及强烈补库
囤货意愿，整体呈现上涨趋势，同时
全国高温仍在持续，叠加进口限制，
近期煤价仍有上行空间，经前期调
整后煤炭板块将进一步打开收益空
间，建议继续买入煤炭股。钢铁板
块方面，环保限产带来中短期供需
缺口支撑价、单吨盈利走强，投资者
应重视环保限产带来的结构性投资
机会，重点布局低估值龙头和业绩
向好的公司，重视国企改革、PPP、一
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等主题性给
钢铁板块带来的投资机会。

盘 面 情 况

重庆商报讯 昨日，A
股再现“煤飞色舞”行情，
钢铁、有色金属、煤炭板块
出现在涨幅榜前列。受此
带动，沪深股市上演了“大
盘先抑后扬，个股冲高回
落”的戏码，沪深股指低开
高走、双双温和收红。

当 日 上 证 综 指 以
3257.67 点小幅低开，早盘
下探 3243.72 点的全天低
点后开始震荡走高，尾盘
以 接 近 全 天 最 高 点 的
3279.46点报收，小涨17.38
点，涨幅0.53％。

深证成指走势与沪指
相似，收盘报10451.08点，
涨89.85点，涨幅0.87％。

沪深两市2200多只交
易品种上涨，远多于下跌
数量。不计算 ST 个股和
未股改股，两市 30多只个
股涨停。沪市两只新股挂
牌上市，首日涨幅均为约
44％。

钢铁板块表现抢眼，录
得逾 4％的较大涨幅。有
色金属板块涨幅也接近
3％。出现在涨幅榜前列
的还包括酿酒造酒和煤炭
板块。券商保险、银行、石
油燃气三大权重板块逆势
收跌，跌幅都比较有限。

不过，股指反弹并未能
带来成交量的同步放大，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2319亿
元和 2277 亿元，总量降至
4600亿元以下。

近期资源价格上涨，对
部分资源类个股形成利
好。在金属、煤炭等板块
的强势带动下，A股大盘也
暂别近期调整势头。

钢铁、有色、煤炭板块同涨
从走势上看，上证指数与创业板全

天绝大多数时间反向运行。开盘27分
钟沪指出现一波放量跳水，与之对应的
是创业板快速拉升1.23%。9点57分
起，沪指止跌后逐渐回升，而创业板则
遇阻回落，一直持续到14点30分同时
放量回落后，才在尾盘同时发起抢盘
潮。最终沪指收复了5天线、10天线，
创业板企稳5周线大关。

统计数据显示，两市涨停个股37
只，87个股涨幅超过5%，跌停和跌幅
逾5%的股票有14家。盘面看，资源
类蓝筹早盘一度领跌，但午后掀起红
色浪潮，钢铁、有色、煤炭板块分别暴
涨 4.75%、3.28%、2.64%冲到涨幅榜
前列。新兴产业一度领涨，但终究后
继乏力，最终没有一个板块涨幅超过
2%。

热 点 追 踪

靓丽业绩催涨有色板块

申万宏源何武：长下影光头阳线
收复短期均线，但中长期趋势线仍在
压制3300点大关，投资者应关注能否
带量突破，否则还是谨慎为主。

安信证券付昊：继续关注业绩
持续增长的白马品种。

广发证券王立才：市场震荡向
上趋势有望延续，关注创业板能不
能放量突围。

中信证券钱向
劲：3300 附近或有
反 复 争 夺 ，7 成 仓
位比较合适。

西南证券陈德：
低位反弹至今已13
周，短期存在变盘的
可能，可关注滞涨低
估值品种。

投 顾 看 盘

关注沪指能否突破3300点

煤 色

商报图形
吴静 制

委内瑞拉平息军营袭击
击毙2人逮捕8人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6日证
实，当天凌晨，20名身着军装的持枪者袭击
了一座军营。军方随后平息了这一袭击，击
毙2人、逮捕8人。军方正在搜捕逃脱的袭击
者。今年4月以来，委反对派持续组织大规
模反政府示威活动，还鼓动军方“倒戈”。

一辆大巴在普吉岛翻车

20名中国游客受伤
当地时间6日20时左右，一辆载有22名

中国游客的大巴车在普吉岛翻车，车上20名
游客不同程度受伤，多为轻伤。这辆大巴是
在前往巴东地区的路上下坡时翻车的，目前
1名游客入院治疗，无生命危险，其他游客6
日晚在医院处理完伤口后回酒店休息。

“国际军事比赛—2017”直播
每天500万人通过网络收看

由陆军承办的“国际军事比赛—2017”
部分项目正在新疆库尔勒进行。在已经结
束的7场赛事中，现场观众累计达6.5万人
次。比赛首次采取全程直播方式，每天约
500万人通过网络平台参与收看，点赞留言
约300万条。

美国巴尔的摩停火期间
一日3起枪击案2人死亡

美国巴尔的摩市当地社区活动人士倡议
的“巴尔的摩停火72小时”活动期间，已经发
生3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巴尔的摩市
警察局5日说，两名男子分别在当天17时和
22时左右遭枪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在当天
15时左右遭枪击致手臂受伤。

7日，记者从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
员会了解到，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已于7月18日完成工商注册登
记。公司是经河北省政府批准成立，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自主经营、独立核算
的国有独资公司，初期注册资本100亿
元人民币。

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职能是创新投融资模式，多渠道

引入社会资本，开展PPP项目合作，筹
措新区建设资金，构建新区投融资体
系；开展土地一级开发、保障性住房以
及商业地产开发建设和经营；组织承
担白洋淀环境综合整治和旅游资源开
发经营；负责新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
施、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特许经营；参
股新区各类园区和重大产业项目开发
建设。

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管理的
原则，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
构的要求，建立“投资、融资、开发、建
设、经营”五位一体的运行模式，创新投
融资机制，统筹推进新区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建设，努力打造管理
规范、决策科学、专业高效、持续发展的
全国一流投融资平台。

近日，一则一家四口藏身快递车试
图“偷渡”进入清华大学校园的新闻备受
关注。每逢暑期游客参观清华、北大等
名校“门难进”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7日10点左右，北大东北门外排队
队伍已近百米。保安告诉记者，游客参
观只能从东北门登记入园，登记时间分
两个时段，上午7点半至11点半，下午2
点至5点，现在排队等到下午应该可以顺
利进校，一般早上7点半左右来即可。

在清华西门，因恰逢周一闭园，大量
游客在清华大学校门前留影，多位游客央
求保安放行遭拒。一名保安告诉记者，按
规定校园由8月8日开放至8月12日，13
日全天不开放，14日学校教职工恢复正常
上班后，周一至周五不开放校园参观。

“正常排队只要早点来，入校参观应该
不成问题。”他表示“偷渡”一事确有其事。

而记者在外排队时，亦有数人搭讪记者，表
示可以花钱带入，价格为100元每人。

炎炎烈日下排队游客怎么看？来
自湖南长沙的马玉霞表示自己正在犹
豫是否继续等待，觉得学校限制参观可
以理解，但能否采取叫号入园等人性化
措施。湖北武汉的张泉放弃了进校参

观的计划，准备稍事休息前往颐和园，
她说：“能理解学校做法，但我们大老远
来进不去，还是很失望。”

游客对苦等半天难进校园可以不
满，清华北大等名校师生也表示委屈。

“学习、科研的校园，怎么就成了旅游景
点？过去不管时学校里就和公园、集市
一样，有些游人乱涂乱画、高声喧哗，严
重影响了师生正常校园生活。”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北大教师说。

7日记者在北大东北门及清华西门
看到，大批游客脚下可见随手丢弃的食
品包装袋、纸巾等废弃物，北大校园里
游客随意攀爬、吸烟、坐卧草坪等不文
明行为亦有发生。

记者在百度旅游、蚂蜂窝等旅游网
站搜索发现，清华、北大等名校均被列
为所在城市推荐游玩景点。

苏州市公安局近日破获“2017-42”
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16个抓捕组上百
警力奔赴全国18个省市，一举打掉了这
个涉及600多嫌疑人的吸贩毒网络平台。

4月21日，苏州民警现场查获一对吸
过毒的男女，并在房屋内找到冰毒和吸毒
工具。同时，苏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正对
一个汇聚大量吸贩毒人员、名叫“名流汇”
的网络聊天平台进行调查，初步梳理出平
台内涉毒人员名单。而本次抓获的男子
正是平台里一名管理员陆某。

4月23日，警方查获“名流汇”成员
高某邮寄至四川绵阳赵某某的包裹里有

冰毒100多克。民警赴绵阳伏击守候3
天，抓住了赵某某，并在其暂住地查出
冰毒200余克、麻古50余颗及大量吸毒
用具等。

据介绍，与传统吸贩毒案不同，这起
案件犯罪行为大多在网上进行，利用快
递运毒，犯罪成员分散全国各地。公安
部把案件定为“2017-42”公安部毒品目
标案件。

专案组迅速查明了这个以“名流汇”
网络聊天平台为纽带的犯罪组织架构。
平台有两个QQ群，用户经介绍进群，下
载平台客户端后，从管理员处获取账号

密码，再通过吸毒视频验证，成为注册
成员。入群后，他们一起在视频前吸
毒、讨论涉毒话题，买卖毒品等。“名流
汇”成员结构分“老板、管理员、会员”三
级，注册会员超过600人。

专案组成立了16个抓捕组，前往18
个省市开展抓捕行动，分别在吉林、山
东、四川等地抓获涉案人员24人。一举
捣毁了以梁某、汤某为首的非法利用信
息网络犯罪团伙，以及以高某、万某某、
谭某某、陆某等为首的网络贩毒团伙。

目前，在各地警方配合下，600多名
嫌疑人中，已有近百人落网。

与与新科技 知

美国杨伯翰大学研究人员发布报告说，
孤独和社交孤立对公众健康的危害或许超过
肥胖，而且其影响还在日益加剧。

心理学教授朱莉安娜·霍尔特-伦斯特德
带领研究小组收集、整理、分析了之前众多相
关研究，在报告中呈现两组数据。第一组数
据基于148项研究，涉及 30万研究对象，显
示社交往来较多关乎早逝风险降低 50％。
第二组数据基于 70 项研究，涉及 340 多万
人，结果显示社交孤立、孤独或独居生活都对
早逝有着显著影响，影响程度大于或者等于
肥胖。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5日援引霍尔特-伦
斯特德的话报道，有充分证据显示社交孤立
和孤独显著增加早逝风险，随着老龄化人口
日益增加，孤独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只会加剧。

以色列法庭6日作出剥夺一名巴勒斯坦
裔“独狼”袭击者以色列国籍的裁决。这是以
色列建国以来第一次剥夺公民国籍，此举马
上遭致人权组织批评，因为被告从此成了“国
际黑户”。

以色列海法地方法院决定剥夺巴勒斯坦
裔公民阿拉·拉伊德·艾哈迈德·扎尤德的以
色列国籍，10月起生效。扎尤德于 2015 年
10月在海法驾车撞倒一名以色列士兵，随后
下车持刀刺伤3名路人，去年6月被控4项谋
杀未遂罪，获刑25年监禁。

法官在判决书中说：“我们不能允许一
个以色列公民去损害其他以色列公民的生
命与尊严，谁这么做了，就是自绝于这个国
家的社会大众。”法官希望这一判决能震慑
潜在袭击者。

剥夺扎尤德国籍是以内政部长阿里耶·
德里提出的要求。此后，扎尤德在服刑期间
仅拥有“临时身份”，刑满后，将由内政部长决
定是否延长其临时身份有效期。

无国籍人不享受任何国家的外交保护，
国际法规定应尽量减少无国籍人，各国一般
不会主动剥夺单一国籍者的国籍。英国、加
拿大、法国等国家近年修订法律，允许对犯下
恐怖主义、叛国等严重罪行的公民剥夺本国
国籍，但仅适用于拥有双重国籍之人。

爆爆点今日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7日发表
新闻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方法，
可将烟蒂做成建材来铺路，避免烟蒂中的有
毒化学物质污染环境。

研究人员介绍，全球每年生产 6万亿支
烟，产生超过120万吨烟蒂，这些烟蒂中大多
被丢弃在环境中，造成污染。于是，他们尝试
用沥青和石蜡封住烟蒂，防止有毒化学物质
泄漏，而这些被封住的烟蒂可作为新型建材
应用在不同领域。

研究人员发现，用“烟蒂建材”修建的道
路，不仅能够承受繁忙交通带来的压力，还可
降低路面导热性，防止城市地区快速升温，减
轻城市热岛效应。

领导这项研究的阿巴斯·穆哈杰拉尼说：
“我们把10公斤到15公斤的烟蒂投放到1立
方米的沥青混凝土中，烟蒂也不会过多改变
混凝土的结构。”研究人员期待这一技术能商
业化。

■韩朝外长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上“偶
遇” 韩国官员7日说，韩朝外长6日晚在菲律
宾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活动时“偶遇”，
并有简短交流。据称，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
与朝鲜外务相李勇浩 6 日晚在参加欢迎晚宴
时相遇，双方握手后交谈大约3分钟。康京和
呼吁朝方“尽快”就韩方提出的韩朝军事会谈、
红十字会工作会谈等提议做出回应。李勇浩
表示，韩方在与美国等方面强化对朝施压措施
的同时做出上述提议缺乏诚意。韩国官员强
调，双方没有事先计划这次会面。

■垃圾短信呈持续下降趋势 钓鱼网站
呈不断上升趋势 360 手机卫士联合 360 互
联网安全中心最新发布的《2017 年第二季度
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显示，垃圾短信数量
呈现持续下降态势，钓鱼网站则呈不断上升
趋势。报告指出，总的来说，钓鱼网站已从
PC 端向手机端发展，并且转移势头较为迅
猛，成为用户手机安全新威胁。

■南海有了“准则”框架 南海向“和平之
海”又迈进了重要一步。东盟各国外长日前在
菲律宾马尼拉确认与中国达成的“南海行为准
则”框架，彰显了域内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的共同意愿。分析人士称，这有助于排除域外
力量的干涉和炒作，维护南海局势稳定。

北大校门，游客排起长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