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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理财通

新闻分析

10万元模拟操作（7月10日）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0 日
电 记者从9日举行的国家知识
产权局2019年第三季度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进一步
强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相
关政策文件将于近期印发。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质押
物包括商标、专利、版权等企业
无形资产，对创新型中小企业解
决资金紧张、加速知识产权市场
转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等作
用明显。

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创新型
中小微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
获得融资支持。2019 年上半
年，全国专利和商标新增质押融
资金额为583.5亿元，同比增长
2.5%，质押项目数为3086项，
同比增长21.6%。我国专利质
押融资项目同比增长33%，其
中金额在1000万元（含1000万
元）以下的小额专利质押融资项

目占比为68.6%。
6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要求，支持扩大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以拓宽企业特别是民
营小微企业、“双创”企业获得贷
款渠道，推动缓解融资难。

国家知识产权局运用促进
司副司长赵梅生表示，国家知识
产权局将进一步加强与银保监
会等部门的协作，有效推进银行
等金融机构建立完善知识产权
质押贷款工作机制，引导银行业
建立符合知识产权特点的信贷
审批制度和利率定价机制，让更
多的创新型中小微企业通过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发展；进一步推
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保证保险
等险种，持续完善风险分担机
制；进一步推动做好银企对接服
务、加强质押登记服务等多项举
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覆盖范围。

缓解融资难

我国将进一步强化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据新华社上海 7月 10 日
电 虽尾盘有小幅拉升，不过10
日A股市场延续弱势行情。

当日，上证综指以2935.19
点开盘，全天窄幅震荡，最终收
报2915.30点，较前一交易日跌
12.93点，跌幅为0.44%。

深证成指收报9166.15点，
跌32.64点，跌幅为0.35%。

创业板指数跌 0.48%至

1510.43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5623.36点，跌幅为0.52%。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
上涨品种近1000只，下跌品种
逾2600只。不计算ST股，两市
约25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旅游酒店、
医疗器械、海南自贸区领涨，前
两板块涨幅逾1%；种业、养鸡、
水泥跌幅居前，跌幅逾2%。

A股市场延续弱势行情
沪指下跌0.44%

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宣布将
豁免从医疗设备到关键电容器
等 110 种中国输美产品的高额
关税，受此消息刺激，今天医疗
设备板块涨幅居前，九安医疗涨
停。医疗板块的上涨，同时也带
动医药股上涨，广生堂涨停。

广生堂7月9日晚公告，公
司 新 型 肝 癌 靶 向 药 物 GST-
HG161 的临床试验启动会于

2019年6月28日正式召开，于7
月9日首例c-MET阳性患者成
功入组。虽然从临床试验启动
到试验成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广生堂的
相关公告披露非常频密，二级市
场上的股价走势也有了前所未
有的活跃。之前，广生堂隔两三
个月披露一次相关信息，股价都
是一字涨停后大阴线高开低走，
但这次不一样，短短 12 个交易
日内，有三次带阳线实体的涨
停，说明它的创新药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关注。

2019.7.10（营长）
（本版文章不构成投资建

议，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医疗板块受利好刺激上涨

新华社北京7月 10日
电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
据，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2.7%。上半
年，CPI比去年同期上涨2.2%。

6月份，构成CPI 的八
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
涨一降。当月，食品烟酒价
格同比上涨6.1%，影响CPI
上涨约 1.79 个百分点。其
中 ，鲜 果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42.7%，畜肉类价格上涨
14.4%（猪 肉 价 格 上 涨
21.1%），鸡 蛋 价 格 上 涨
6.1%，鲜菜价格上涨4.2%。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
涨一降。其中，其他用品和
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
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2.7%、
2.5%和2.4%，衣着、居住、生

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8%、1.6%和0.8%；交通和
通信价格下降1.9%。

当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同比持平，环比下降
0.3%。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0.3%。

6月CPI同比上涨2.7%
鲜果价格同比上涨42.7%

7月9日，市民在长春市一家超市内选购蔬菜。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 10
日电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
数据，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CPI）同比上涨2.7%，
涨幅与上月持平。其中，食
品价格上涨8.3%，涨幅比上
月扩大0.6个百分点；非食
品价格上涨1.4%，涨幅回落
0.2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扩
大是拉动CPI的主要原因，
其中鲜果价格和猪肉价格涨
幅较大。”交通银行金融研究
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分
析。

猪肉价格和鲜果价格同
比涨幅较大。其中，猪肉价
格同比上涨21.1%，涨幅比
上月扩大2.9个百分点。鲜

果价格同比上涨42.7%，涨
幅比上月扩大 16 个百分
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流通
消费价格处处长董雅秀分
析，除气候等因素影响外，去
年同期价格较低也是涨幅扩
大原因之一。

从环比数据来看，短期
鲜果价格和猪肉价格比上月
仍有所上涨。

董雅秀介绍，西瓜和桃
子等水果集中上市价格下
降，但苹果和梨价格继续上
涨且涨幅较高，加之南方部
分地区多次强降水影响采摘
和运输，火龙果和菠萝等水
果价格上涨，6月份全国鲜
果价格环比上涨5.1%，目前
价格水平处于历史高位；猪

肉供应偏紧，价格环比上涨
3.6%。

专家分析，下一步鲜果
价格涨势不可持续，猪肉价
格面临上涨压力，但总体看
下半年通胀压力不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
言人孟玮分析，水果价格涨
幅较大，主要是与此前的异常
天气等因素有关，涨势不可持
续。随着时令水果大量上市，
价格将回落到正常区间。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
化司司长唐珂介绍说，今年
上半年市场供给阶段性趋
紧，猪肉价格持续高位运
行。由于生猪产能恢复需要
周期，后期猪肉价格上涨的
压力依然较大。

食品价格涨幅扩大拉动6月CPI
鲜果价格涨势不可持续 猪肉价格面临上涨压力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9
日电 今年年初以来，在避险
情绪和多国央行降息等支撑
下，黄金市场表现抢眼。然
而，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本月利率决议即将成为市
场关注焦点，金价行情也将
步入关键时期。

今年上半年，国际金价
涨幅超过8%。7月9日，纽
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
交投最活跃的8月黄金期价
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0.5 美
元，收于每盎司 1400.5 美
元，涨幅为0.04%。

分析人士认为，本轮金

价上涨，主要缘于世界经济
前景不确定导致各国央行减
持美元资产和加强储备多元
化的意愿增强。此外，多国
转入降息通道，也提振了资
本市场对黄金的需求。

各国央行一直是黄金市
场的主力买家。世界黄金协
会数据显示，过去四个季度，
各国央行总购金量为715.7
吨，创历史新高。其中，今年
第一季度，各国央行总购金
量同比增长68%。该协会
认为，对储备多元化及安全、
流动性资产的需求，是全球
央行购金的主要动力。

世界黄金协会市场情报
部门负责人阿利斯泰尔·休
伊特表示，大西洋两岸的央行
暂停紧缩和潜在的政策宽松
将为金价提供支撑。瑞银分
析师团队也指出，利率持续下
调是支撑金价的重要因素。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预测
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在7
月底货币政策例会后降息
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超过
95%。在强烈降息预期下，
当前黄金市场投资者最关注
的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0
日将在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
委员会听证会上的发言。

上半年国际金价涨幅超过8%

金价涨势能否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