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消费板块以相对
稳定的盈利能力持续走强，不
少消费主题基金通过优中选优
捕获超额收益。 根据银河证券
数据显示，截至7月10日，中欧
消费主题近1年、 近2年净值增
长率分别为88.11%、126.27%。
该基金的基金经理郭睿从业10
年专注于消费领域的投资研
究，深耕A股、港股两地消费行
业， 在大消费领域的研究兼具
深度和广度。投资风格上，其践
行价值投资， 坚定主题行业不
漂移， 精选消费行业内优质的
成长股， 力求通过长期持有看
好的个股获取超额收益。

据悉， 融通创业板ETF
（159808） 正在火热发行中，融
通创业板ETF紧密跟踪标的指
数就是目前市场上表现抢眼的
创业板指， 追求跟踪偏离度和
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建仓完成
后， 融通创业板ETF投资于创
业板指数成分股和备选成分股
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的90%。

融通创业板ETF的发行截
止日为7月29日。投资人可以通
过融通基金以及具有基金销售
业务资格的深交所会员单位进
行网上现金认购， 也可以通过
华泰证券、申万宏源证券、申万
宏源西部证券等进行网下现金
认购或网下股票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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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A股三大股指单边
下行，走出“三连阴”行情。沪指跌
151.2点，痛失3300点关口，收报
3210.1点，跌4.5%；创业板指跌破
2800点、2700点两个关口， 收报
2646.26点，跌5.93%；深成指收报
12996.34点，跌5.37%。

虽然市场表现低迷， 但沪深
两市全天成交额已连续9日突破
1.5万亿元，更是连续11日突破万
亿元，持续处于高位。

当天，两市共3000多只个股
收跌，200多只个股跌停； 仅200
多只个股收涨，39只个股涨停。行
业板块尽绿，旅游酒店、酿酒、多
元金融等板块跌幅靠前。

15日受益于跨省旅游解禁利

好消息掀涨停潮的旅游酒店板块，
周四出现大批个股跌停。 同时，“喝
酒吃药” 行情也不再。16日酿酒板
块跌逾8%，泸州老窖、五粮液、口子
窖、洋河股份、舍得酒业等13只个
股跌停，贵州茅台股价大跌7.9%，直
接登上热搜。医药生物板块同样出
现跌停潮，未名医药、甘李药业、海
特生物等逾10只股票跌停。

银行股护盘， 张家港行涨幅
超过8%，长沙银行、无锡银行等
都逆势上涨。

湘股板块，仅三诺生物、亚光
科技、长沙银行、华凯创意等10只
个股逆势上涨，但涨幅不大；酒鬼
酒、宏达电子、湘佳股份、金健米业
等多只近期涨幅较大的个股跌停。

本报7月16日讯 今日，
长沙市民营经济示范城市申
创工作动员大会在长沙会议
中心举行。 三湘都市报记者
从会上获悉， 长沙将大力促
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并
全力争取进入全国首批民营
经济示范城市行列。 会上公
布了《关于营造更好营商环
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
意见》、《长沙市创建民营经
济示范城市总体方案》（工作
任务分工征求意见稿），长沙
市发改委主任夏文斌进行了
解读。他表示，长沙这次借助
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民营
经济发展意见的契机， 出台
申创示范城市总体方案，主
要是从落实规定动作、 突出
自创动作、 深化特色动作三
个方面逐步推进长沙民营经
济的创新升级， 力争民营经
济示范城市的申创成功。

长沙如何营造更好营商
环境助力民营企业改革发展？
据介绍，围绕民营经济示范城
市申创工作，结合长沙民营经

济发展的特点和方向，长沙将力
争在六个方面实现突破。

长沙将构建民营经济最优
法治环境； 打造知识产权保护
的“长沙模式”；通过降低民间
投资的准入门槛等， 拓展民营
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 通过推
进长沙民营经济“智造”升级、
集聚新兴智能化产业民营主
体、打造“长沙智造”民营企业
梯队、推动长沙软件产业“再出
发”， 推动民营经济智能化升
级； 通过破解民营资本融资难
题、夯实民营经济人才支撑、降
低民营企业发展成本、 建设科
技要素集聚中心， 为民营经济
提供最优要素保障和最低综合
成本；通过加强民营企业家及接
班人培训、弘扬企业家担当社会
责任的精神、提升民营企业家和
经营人才的政治待遇等，培养壮
大优秀民营企业家队伍。

“长沙的特色动作将重在
深化知识产权保护、 智能化升
级以及培育企业家精神三个方
面。”夏文斌说。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吴慧

本报7月16日讯 今日晚间，
深交所公布创业板上市委2020
年第3次审议会议结果，安克创新
科技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安
克创新 ”）IPO首发申请获得通
过。这意味着，安克创新成为创业
板注册制下首家过会的湘企。

安克创新成立于2011年，注
册地位于长沙市高新区。 作为中
国出海品牌的领军者， 安克创新
主要从事自有品牌的移动设备周
边产品、 智能硬件产品等消费电
子产品的自主研发、设计和销售，
主要产品有充电类、无线音频类、
智能创新类三大系列， 拥有包括
Anker、Soundcore等众多知名
品牌， 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或地

区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017年至2019年，安克创新

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9.03亿元、
52.32亿元、66.55亿元， 年复合增
长率达30.58%；年度净利润分别
为3.29亿元、4.27亿元和7.22亿
元，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8.21%，
整体利润水平较高， 且呈现出持
续、快速的增长态势。

此次IPO， 安克创新拟公开
发行不超过4100万股，拟募集资
金14.1亿元， 主要用于深圳产品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 长沙软件研
发和产品测试中心、 长沙总部运
营管理中心建设和升级项目与补
充运营资金。

■记者 潘显璇

沪指大跌4.5%失守3300点，创5个多月来最大单日跌幅，200多只个股跌停

A股“急刹车”！赚钱行情还有戏吗？
7月16日，A股三大股指大幅下挫， 其中沪指大跌

4.5%痛失3300点，创5个多月来最大单日跌幅。沪深两
市3000余只个股下跌，200多只个股跌停，交易额连续9
个交易日突破1.5万亿元。A股“突踩刹车”，赚钱行情还
在吗？后市该如何操作？

■记者 潘显璇

链接

安克创新IPO成功“闯关”
成创业板注册制首家过会湘企

大跌之下， 股吧的帖子铺天
盖地，是加仓还是出逃，股民们争
执不休。有股民称“股市也到了该
冷静的时候了”， 也有股民认为
“大跌正是布局的好时机”。 调整
行情下，投资者该如何操作呢？

国泰君安认为， 指数进一步
下跌空间有限， 短期回调或接近
尾声。市场的这波回调，主要因为
前期过快上涨， 短期累积较大涨
幅，加上政策面降温，中美关系消
息面出现反复， 导致市场情绪出
现波动所致。 支撑市场中期向好
的基本面因素并未变化， 建议逢
低布局低估值板块。

“近期随着一系列降温措施
的出台， 两市权重股以及成长股
连续急涨的势头得到有效的遏

制，沪指充分蓄势，有利于本轮行
情的长远发展。” 中原证券指出，
“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政策面，资
金面的变化情况。”

重庆国元证券投顾团队分析
师表示， 大盘短期快速拉升累积
了不少获利盘， 监管层严查场外
配资， 预计未来两周以震荡调整
为主， 投资者在操作上注意回避
高位股风险。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管涛提醒， 作为投资者应保持理
性，摒弃过去赚快钱、赚容易钱的
想法， 更多注重赚长钱、 赚聪明
钱， 通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释放
的制度红利，寻找结构性机会，做
中长期投资和布局， 避免追涨杀
跌和炒概念。

“喝酒吃药”行情不再

保持理性避免追涨杀跌 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
推动民营经济智能化升级
长沙创建民营经济示范城市总体方案公布

基金资讯

中欧消费主题基金
近两年涨幅126.27%

创业板注册制“第一
审”结果出炉 投资者
可借助ETF�入市

国家统计局7月16日公布数据显
示， 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3.2%。 在一季度同比下降6.8%的情况
下，这个转正来之不易。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国民经济
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16日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表示， 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
升，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
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

尽管二季度增速转正， 但从上半年
来看，同比依然下降1.6%。同时也要看
到，上半年工业、服务业、消费、投资等主
要指标仍处于下降区间。 刘爱华说，“二
季度的回升增长仍然属于恢复性的增
长。疫情冲击的损失尚未完全弥补，推动
经济回归正常水平还需要付出艰苦努
力。” 新华社 图

中国经济“半年报”:
二季度同比增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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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据介绍，目前长沙民营企业上市44家，居中部六省城市首

位，2020年推出长沙文和友等拟上市（挂牌）263家企业，绝大
部分为民营企业。夏文斌说，民营经济对长沙经济的贡献也比
较大，“从全国总体情况看，90%的市场主体提供了80%的就业
机会，贡献了70%左右的技术专利、60%的GDP、50%的税收，那
么在长沙，通过我们的初步调查、统计，长沙大概要比全国
高出五个百分点，在中部城市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营商
环境优化调动了创业热情，目前，长沙市场主体突破110万
户，万人拥有市场主体数1226家，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