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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券商环比数据出现回暖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昨日，国家统计局
发文称，全国居民收入快于GDP
增长。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21966 元，比 2012 年
增长33.0%。居民消费支出方面
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局面，且消费
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数据显示，
去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
到 15712 元，比 2013 年增长
18.8%。

统计局同时表示，居民收入
差距继续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值也在缩小。按照
城乡同口径人均可支配收入计
算，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

比为2.73：1。地区间居民收入
相对差距不断下降。收入水平
较低的西部地区居民增速最快，
2013年以来，西部地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10.1%。
由于居民收入城乡间、地区间差
距均有缩小，去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
比三年前下降了0.012，居民总
体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统计局表示，在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下，着力加大惠
民政策力度，增加社会公共服务
投入，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收入
结构不断优化，居民消费稳步提
升，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正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阔步前进。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互联网金融高速发
展，催生了不少引发争议的商业
模式。去年以来兴起的代购、委
托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互联网
金融平台就是其中一类。昨日，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发布关于
防范非法集资的声明称，上海辖
区内的银行并没有与第三方理
财机构合作，银行理财产品仅通
过银行自身渠道销售，没有委托
任何单位代销。

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声明称，
近期，上海一些金融信息服务、
财富管理、投资理财等单位通过

网络渠道或对外开设门店方式，
发行名目繁多的“理财产品”、

“理财计划”，虚假宣传与银行存
在各种合作关系，以高收益误导
社会公众。

为有效防范非法集资，切实
保护广大银行业消费者合法权
益，维护其资金和信息安全，上
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代表辖内银
行特作如下声明：

一、上海辖内银行依法合规
为各金融信息服务、财富管理、投
资理财等单位提供正常的开户和
资金结算业务，但并不表明为这
些单位的产品和营销行为提供任
何保证、增信与承诺。如有疑问，

可联系相关银行客服咨询。
二、上海辖内银行理财产品只

通过银行网点、网上银行等银行自
身渠道进行销售，没有委托任何金
融信息服务、财富管理、投资理财
等单位代销银行的理财产品；银
行亦未授权上述单位使用银行标
识进行产品宣传或推介等。

三、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提
醒广大银行业消费者，不为高收
益诱惑而落入非法集资的陷
阱。同时，对冒用银行名义、虚
构与银行合作关系进行虚假宣
传、推介等违法行为的单位或个
人，我会各会员单位将保留追究
其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上市龙头房企最
新公布的2月销售数据显示，销
售金额同比大增。

万科 2015 年夺得销售冠
军，今年 2 月份实现销售面积
119.6 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
75.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8.2%，
销售金额160.3亿元，较上年同
期 83.9 亿元同比增长 91.1%。
万科同时公布2016年1-2月份
累计销售面积为 305.9 万平方
米，销售金额416.2亿元。

海通证券分析师涂力磊认
为，从销售均价看，2月销售均
价为每平方米 1.34 万元，与
2015 年 1 月每平方米 1.18 万
元销售价格相比有所上升。预
计公司全年有望完成3000亿左
右销售规模，目前真实业绩好
于市场预期。在香港上市的恒
大地产 2 月份销售面积高达
177 万 平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148.2%，销售金额达到152.3亿
元，同比大增191.2%。

和万科相比，恒大地产销售
金额增速更快，从销售均价上看，
恒大地产完全是靠量大取胜。恒
大地产2月份合约销售均价为
8605元/平方米，万科2月份销售
均价为1.34万元/平方米，比恒大
地产销售均价贵55.75%。

停牌中的万科表示，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
工作正常推进，取得了一定进
展，已与一名潜在交易对手签
署了一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合作意向书。公司除与前述潜

在交易对手继续谈判之外，还
在与其他潜在对手方进行谈判
和协商。鉴于该事项仍存在不
确定性，A股股票将继续停牌。

业绩增长并非个案，保利
地产前两个月签约额超两百亿
元，金地集团前两个月同比增
长304.60%。

保利地产昨天公告称，
2016 年 2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
积 74.81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1.72%，实现签约金额 89.13
亿元，同比增长 89.02%。公司
表示，2016年1-2月，公司实现
签约面积177.69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 88.52%，实现签约金额
228.9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0.46%。而金地集团 2 月份实
现签约面积21.4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148.84%；签约金额29.8
亿元，同比增长227.47%。1-2
月，金地集团累计实现签约面
积 66.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99.10%；累计签约金额 105.6
亿元，同比增长304.60%。

金地集团披露，3-4月，公
司有新推或加推盘计划的项目
共计17 个，分别位于东莞、珠
海、天津、武汉、长沙、沈阳、大
连、金华、宁波、绍兴等市，其中
东莞、武汉分别多达3个项目。

近日绿城集团旗下一个楼
盘388套房半天售罄引发关注，
绿城集团 2 月份共取得销售
1926套，总销售面积约22万平
方米，当月销售金额约为53亿
元，相较上年同期的26亿元增
幅达103.8%，销售均价约为每
平方米23914元。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A股市场昨天大幅
震荡，早市一开盘即大幅跳水，
创业板指数15分钟内跌逾4%，
连带沪指跌幅超过3%，最低下
探至2802.56点，临近上午收盘
前股指快速回升，午后创业板
指数率先翻红，收涨2.5%，重回
2000点上方，创业板指数全日
振幅接近 7%，沪指收盘微涨
0.14%，收复2900点。

盘面上，铁矿石期货继续
狂涨，创兴资源、海南矿业涨
停，油价突破40美元带动油气
设备、油田服务板块大涨，海默
科技、潜能恒信等涨停，BDI指
数16连涨，港口水运板块出现
资金拉升动作，南京港、中远航
运涨停，黄金概念股全面回调，
恒邦股份跌6.70%，金一文化、湖
南黄金、明牌珠宝、中金黄金跌
超4%。

沪指日K线六连阳，收盘报
2901.39 点 ，涨 0.14% ，成 交
2205.1亿元，深成指报9732.73

点，涨0.3%，成交3122亿元，创
业 板 指 数 报 2002.19 点 ，涨
2.5%，成交810.63亿元，两市50
多只非ST股涨停，仅1股跌停，
共计成交5327.1亿元，较上一
交易日增量近550亿元。

长江证券认为，虽然短期
市场不免仍会遭遇一波三折式
的震荡，但总体上依然存在一
些结构性机会，建议继续超配
有色金属、化工等高景气子行
业，主题上继续配置具有确定
性的迪士尼、国企改革和壳资
源概念。

中国登记结算公司的最新
周报显示，继前一周新增投资
者数量创去年7月来新高后，上
周（2月29日至3月4日）新增投
资者数量 46 万人，环比增长
8.92%。而市场交易活跃度和持
仓人数占比则环比微减，数据
显示，当周参与交易A股的投资
者数量为1774万人，占已开立
A股账户投资者数量的17.52%，
前一周为17.71%，结束了连续
二周的回升。期末持有A股的

投资者为5030万人，占已开立A
股账户投资者数量的49.68%，前
一周为50.05%。

两融方面，投资者融资买
入情况有所回暖，但谨慎情绪
依然浓厚，两融维持净偿还格
局。上周五，两融余额结束两
连升，两融规模自 2014 年 12
月3日以来首次跌破8500亿元
关口。

据统计，截至3月4日，两
融余额报8435.36亿元，较上一
交易日减少130.36亿元，环比
降幅为1.52%。其中，融资余额
报 8412.04 亿 元 ，环 比 下 降
1.53% ；融 券 余 额 环 比 增 长
0.87%，报23.33亿元，连续4个
交易日增长。

此外，投资者保护基金的
最新数据显示，上周（2月29日
至3月4日）证券保证金净流入
685 亿元，为连续第三周净流
入。上周，证券交易结算资金
银证转账增加额为5562亿元，
减少额为4877亿元。2月证券
保证金合计净流入735亿元。

沪指昨早市急跌下探2800点
尾市翻红六连阳站上2900点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昨日发布紧急声明

沪上银行理财产品没有委托代销

上市龙头房企2月销量大增

国家统计局

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大盘昨日早盘急跌，15分钟沪指跌掉95点，但随后全部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