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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日，有媒体
报道称，成都多家银行差
别化执行9折房贷。1月

3日，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成都并
未出现银行首套房贷利率打折的情
况，多数银行普遍执行首套房贷利
率上浮15%的政策。

银行否认下调房贷利率
3日，记者向报道中涉及的几家

银行进行求证，中信银行、平安银行、
兴业银行均否认了首套房贷利率存
在折扣这一消息。

随后记者走访部分银行网点，包
括中行、建行、农行、工行、交行、招商
银行在内的大部分银行，房贷利率普
遍维持在首套房贷利率最低上浮
15%，二套房上浮20%-25%。个别
股份制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上浮20%，
二套房贷利率上浮30%。

上述银行工作人员均表示，目前
的房贷利率已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
间，近期并没有大幅变动。仅一家股
份制银行工作人员提到，房贷利率可
能会下调，但目前也尚未收到明确下
调的通知。

“应该是假的，这么重磅的消息，
我们不可能不知道。”从事房屋中介
工作 4 年的小李对此也提出了质
疑。“主要是影响太大，一般利率下调
都是很多银行同时下调，如果仅是一
家银行出现房贷利率特别低的情况，
那客户肯定都选这家银行，这样会引
起其他银行不满。”

他告诉记者，从去年初开始就听
到不少房贷利率打折的传言，但一
直到年底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目
前合作的数十家银行，房屋贷款利

率并没有明显变化，基本维持在首
套房贷利率上浮15%，二套房最低
上浮20%。

此外，他也提到，从去年下半
年开始，明显感觉到住房商业贷款
的放款周期在不断缩短。“我们合
作的银行放款时间基本不会超过
一个月，最近都是一周到半个月就
能放款。”

多地首套房贷款利率下滑

事实上，2018年11月，全国首套
房贷款平均利率结束连续22个月的
上涨。

从融360提供的数据来看，2018
年 11月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为
5.71%，相当于基准利率1.165倍，环

比10月持平，结束连续22个月的上
涨；同比2017年11月首套房贷平均
利率5.36%上升6.53%。

而在统计的典型10个城市中，
仅北京、上海首套房贷利率不变；广
州、深圳、杭州、南京首套房贷利率下
滑，其中广州和杭州实现两连降；青
岛、苏州、长沙、无锡则上涨。

此外，数据显示，在全国35个城
市533家银行中，11月有23家银行首
套房贷利率上升，较上月减少4家；有
15家银行下调利率，较上月减少4家；
利率较上月持平的银行有494家。

但也有业内人士分表示，除了有
第三方提供的数据进行参考外，具体
的情况还要根据各地区银行的实际
情况来判断首套房平均贷款利率的
变化。

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
逸枫表示，房贷利率逐渐平稳与房地
产市场趋冷有关，也受到整个资金面
的影响。此外，受央行多次降低存款
准备金率等因素影响，信货比较宽
松，抑制了房贷利率继续上涨。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
11月数据显示，个人购房按揭贷款
方面，11月份的贷款规模为2012亿
元，为7月份以来的最高值，此前8、
9、10月三个月分别为1950亿、1917
亿和1880亿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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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家公司回购超亿元
总回购超600亿

2018年，被称为A股的回购年，这
一年有近千家公司实施回购计划。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12
月31日，共有782家公司开展回购计
划，已实施回购金额高达617.02亿元，
实现创纪录增长。

其中，共有145家公司实施回购股
份的金额超过1亿元。7家回购金额超
过10亿元，分别是美的集团40亿元、中
国建筑37.32亿元、均胜电子18.01亿
元、永辉超市 16.28 亿元、陕西煤业
12.79亿元、龙蟒佰利12.14亿元、永辉
超市10亿元。

据统计，2018年实施回购金额超
过3亿元的上市公司共有36家。

股票回购政策
不断松绑和细化

2018年11月10日，证监会、财政
部、国资委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拓宽回购
资金来源、适当简化实施程序、引导完
善治理安排，鼓励各类上市公司实施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促进公司夯实
估值基础，可谓“超预期支持回购”。11
月底，沪深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的征求意见稿，再次对回购
规则进行明确。

回购政策的不断完善，使得推出
回购计划的上市公司数量与日俱增，
这也将促进投资者更加注重公司的实
际价值，因为只有质地优良的公司才
能长期持之以恒地不断用真金白银去

回购股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平安的千亿回

购将成为2019年市场关注的焦点。中
国平安10月29日发布公告，拟酌情及
适时回购公开发行的境内、境外股份，
回购总额不超过总股本的10%。以平
安1.1万亿市值计算，按照公告中10%
回购上限计算，回购资金约1100亿元。

为何股票回购
如此受关注

巴菲特早在《2017年致股东的信》
中就对股票回购进行了专门的阐述，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进行股票回购的公
司：“包括美国银行在内的多家伯克希
尔·哈撒韦公司投资过的公司，一直以
来都在回购股票。许多公司回购股票

的数额相当惊人。我们非常喜欢这种
股票回购，因为我们相信大多数情况
下，公司回购的股票在市场中是被低
估的。毕竟，我们持有这些股票的原
因也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股票被低估
了。当公司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但
流通股数量不断下降，股东将会非常
受益。”

行业人士分析称，上市公司进行
股票回购，是一种提升公司股票价值
的有效方式。从长期来看，上市公司
持之以恒地不断回购，会持续增加公
司每股权益，使得公司股价提升。“股
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
司之所以股价高达 30万美元/股，主
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坚持长期的回购自
家股票。

综合《证券时报》

回购创纪录
2018年782家A股公司回购

是2017年近7倍
2018年，A股迎来了上市公司回购大年！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有782家公司开展回购计划，回购金

额高达617.02亿元，实现创纪录增长。其中，145家公司回购股份的金
额超过1亿元，7家回购金额超过10亿元。

然而，1月1日晚间，美的宣布完成40亿元回购计划，这也让其成为
2018年A股最大规模的股份回购，其单次回购金额也仅次于宝钢股份
于2013年5月底完成的50亿元回购，在历史回购榜单中排名第二。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全年回购金额近7倍于2017年。2014
年-2017年四年间回购股份金额分别为91.99亿元、109.30亿元、
50.30亿元、98.69亿元，仅2016年回购金额超过百亿，四年累计回购
350.29亿元，相当于2018年全年的57%。

更重要的是，A股市场仍有一大波回购资金在路上，据不完全统计，
至少还有300多家上市公司的回购方案还处于实施中，而且近一个月，
已有120家公司发布了回购预案，是去年同期的2倍。

多家银行否认房贷利率打折

成都首套房上浮15%仍是主流
期待中阳

问：周四沪指低开，早盘冲高回落，
午后震荡，你怎么看？

答：早盘市场在券商股的带领下一
度涨近1%，无奈最终市场冲高回落，深
成指尾盘更是创出2014年5月以来的新
低，盘面上5G板块继续强势，创投、次新
股表现不佳。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39
只，跌停19只。技术上看，各股指再创
近期调整新低，沪指盘中最低距离此前
2449点仅6点，值得注意的是，沪指全天
围绕 5 小时均线拉锯，收盘时 60 分钟
MACD指标竟再度金叉，这是近7日来的
第三次，这足以说明短期技术指标背了
又背出现；从形态来看，早盘的脉冲虽没
有突破之前提到的下降通道，但使得短
期下跌速度放缓，使得短期转折的概率
大增。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
均增加，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
续缩减。综合来看，市场转折点临近，不
出意外，周五市场极有可能出现中阳一
举突破下降通道，而后市真正转强还需
收复2532点。

资产：周四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
南 玻 A（000012）22 万 股 ，宜 安 科 技
（300328）10万股，泰禾集团（000732）6.5
万股，丽鹏股份（002374）10万股，英力
特（000635）4万股，城投控股（600649）8
万股，石化机械（000852）6万股。资金余
额 3246719.33 元，总净值 7110969.33
元，盈利3455.48%。

周五操作计划：宜安科技、南玻A、丽
鹏股份、英力特、石化机械、城投控股、泰
禾集团持股待涨，拟关注新开板个股，拟
买入业绩较好、流通盘偏小的中山金马
（300756）不超10%仓位。 胡佳杰

券商信托行业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14个行业资金
净流入，其中券商信托、航天航空、贵金
属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前。47个行业
资金净流出，其中通讯行业、医药制造、
电子元件等行业资金净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4只个股获机构净买
入。

个股提示
国海证券（000750）公司业务涵盖

证券经纪、投资银行、证券自营、资产管
理等多个板块，并通过子公司开展基金、
期货、直投和区域性股权市场等业务，形
成了多元化的业务体系。3日获机构净
买入15184万元。

上机数控（603185）专业从事精密
机床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产品类别
和应用领域的划分，公司产品分为高硬
脆材料专用加工设备和通用磨床设备两
大类别。3日获机构净买入5947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刘旭强

一年前上市的公司近期迎来股份
解禁，随之而来的又是一波股东减持
潮。

1月3日，上市公司鹏鹞环保、新疆
火炬因2日晚间大股东公告清仓减持
而大跌。

3日开盘，两家公司均直接跌停，虽
然鹏鹞环保10点之后一度打开跌停
板，但仅持续不到10分钟便再次跌停，
报收10.67元/股。

新疆火炬也在跌停之后开板，早盘
呈震荡走势，最终报收18.58元/股，跌
幅约6.63%。

新疆火炬解禁首日
遭大股东公告清仓减持

1月2日晚间，新疆火炬公告其持

股5%以上的两家大股东拟清仓减持。
根据公告，九鼎投资旗下7家有限

合伙企业拟合计减持其所持全部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17.19%；北京君安湘
合投资管理企业（普通合伙）及其实际
控制人王安良也计划减持所持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9.09%。

就合计持股比例来看，两家机构可
分列新疆火炬大股东的第二、第三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股份全部来源
于新疆火炬IPO前持有股份，而2019
年1月3日正好是这部分股份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的首日。也就是说，股份刚
解禁，大股东就迫不及待清仓套现走人
了。

在减持方式上，公告称将采取集中
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相结合的方
式。对于减持原因，两家公司均称因资

金需求。
不过，上交所昨日依然连夜向新疆

火炬下发了监管工作函，询问减持事
宜。要求说明包括短时间内清仓减持
的考虑、完成减持的可行性、公司生产
经营情况以及股东入股时的承诺和退
出安排等。

由于两大股东在解禁首日便计划
清仓减持合计26.28%的股份，因此3日
早盘其股价大跌，一度触及跌停。

鹏鹞环保解禁前夕
也遭大股东公告清仓减持

无独有偶。就在2日晚鹏鹞环保
也公告，称其两家持股5%以上的大股
东拟清仓减持。信息显示，两家公司分
别为鹏鹞环保第二、第三大股东。

根据公告，股东CIENAENTERPRISES
LIMITED 拟 清 仓 减 持 其 所 持 有 的
9347.08 万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19.47%；股东卫狮投资有限公司拟清仓
减持所持有的5270.13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0.98%。

这些股份也来源于鹏鹞环保IPO前
持有股份，据所披露信息，两家公司均是
在2016年四季度新进鹏鹞环保。此次
减持原因同样是因资金需要，减持方式
包括协议转让、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

鹏鹞环保于2018年1月5日上市。
根据Wind数据披露，其最近一次股份解
禁在2019年1月7日，此次清仓减持的
两家股东所持股份均在此次解禁之列。

受两大股东拟清仓减持的利空消
息影响，3日鹏鹞环保开盘跌停。

据《中国基金报》

大股东清仓减持 股价闪崩大跌！
上交所连夜下发监管函

开门黑全年跌？
历史数据不赞同
从历史数据看，“开门黑”不仅不是

稀罕事，也不代表“全年黑”。
假期外围市场，欧美股市普涨，如

道琼斯工业指数涨幅达到1.15%，给予
了投资者2019年“开门红”的预期。然
而，A股投资者没有讨来“好彩头”，2日
上证指数、深成指数、创业板指数调整
幅度均超过1%，上证50指数、沪深300
指数和中小板指数跌破 2018 年最低
点。

2日的市场表现给投资者带来凉
意，但是从历史数据看，“开门黑”不仅
不是稀罕事，也不代表“全年黑”。

数据宝统计，1990年以来的28年
中，有10个年份开年首日上证指数是
下跌的，这个10个开门不佳年份，年度
行情上涨下跌各占50%，其中有两个年
份上证指数涨幅甚至超过50%。可见，

“开门”表现不佳，并不意味着“全年
黑”。

除了历史数据证明“开门黑”并不
可怕以外，不少机构仍表示2019年A
股市场行情仍然存在机会。

国金证券表示，站在当前时点，我
们预判2019年A股市场将由“反复筑
底”到“结构牛市”。年初不急于进攻，
静待科创板相关细则出台，静待企业盈
利年报/一季报的披露。全年来看，当
前A股处于历史估值的低位，待其他风
险逐步释放后，我们认为机会也就悄然
而至了，整体来看，2019年A股机会远
大于风险。从A股运行节奏来看，我们
更看好市场下半年A股结构性的机会，
券商、新兴成长优于传统蓝筹板块。

中金公司认为A股将迎来低振幅
一年。2018年市场“杀估值”进行得较
为充分，但2019年盈利难以提供较强
支撑。在流动性相对宽松但增长有压
力的背景下，市场整体估值可能上下两
难。股指振幅相比 2018 年将明显缩
小，预计上证指数2019年度高点振幅
将在600点左右或以内。

广发证券认为2019年，相对业绩、
流动性与监管周期都转向有利于成长
风格，但需等待年报商誉减值集中释
放，小市值真成长孕育大牛股。北向资
金仍将流入，价值风格需等盈利下滑压
力减轻。

事实上，经历了2018年的市场大
幅度下跌，A股市场估值已经接近历史
底部。从历年末A股估值来看，2000
年以来，当前A股滚动市盈率仅高于
2013年年末，低于其它任何年份。

据《证券时报》

制图 高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