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 讯
记者赵燕华、通讯员孙
蕴佳报道： 广东省房地产
行业协会土地研究中心日前
公布今年上半年广东土地市
场数据分析报告，报告将广东
省城市区域按地理视角划分
为大湾区区域、 粤东区域、粤
西区域、 粤北区域共 4 个区
域。 数据显示，大湾区区域土
地市场持续升温，二季度居住
用地成交金额创下两年来最
高值， 与此同时土地流拍
也在增加， 显示市场接
受能力接近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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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场各项指
标已转正

经历了年初疫情后，进入二
季度，广东土地市场热度已逐步
回升。 截至二季度末，全省土地
市场挂牌、成交各项指标同比均
已转正。上半年经营性用地成交
3271 亿元，分析报告预测，广东
全年土地成交金额有望突破
7000 亿元。

2020 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土
地挂牌面积略增 2.3%。 其中居
住、商服用地起始价均有较大幅
度上升，全省土地市场经营性用
地总成交金额为 3271 亿元，同
比上升 48.7%。 其中居住用地成
交 2601 亿元，同比上升 50.4%。

不过， 工业用地上半年成交
金额则同比下降 14.2%。显示受疫

情影响，产业企业拿地投入更为谨
慎，其中新型工业用地成交金额为
16.97 亿元，同比下降 41%。

具体到粤港澳大湾区区域，
上半年电子类企业落地势头良好，
一级市场土地购置金额达到 21.8
亿元，金额同样超过 10 亿元的行
业有材料和汽车，成交金额分别达
到 13.38 亿元、13.88 亿元。

大湾区区域成交
超 3000 亿元

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
区域土地挂牌 787 宗，挂牌面积
3280.84 公顷； 成交经营性用地
702 宗， 成交面积 2921.91 公
顷，成交金额 3001.04 亿；土地
流拍（含终止出让）61 宗，流拍
面积 246.06 公顷。

报告显示，今年一、二季度
大湾区区域土地供应面积在省
内份额均在 60%以上， 其他区
区域对比 2019 年年末土地挂牌
面积份额均有所下滑，粤北区域
更是连续两季度土地挂牌面积
份额不足 10%。

大湾区一二季度土地挂牌
比例变化也较大。居住用地挂牌
面积比例从一季度 26.7%提升
至二季度的 47.8%；工业用地二
季 度 挂 牌 面 积 比 例 下 降 至
43.4%，环比一季度减少 19.6 个
百分点。

全省挂牌土地面积在 1-3
公顷范围同比增量最多， 达 80
宗。 具体到粤港澳大湾区区域，
各面积区间挂牌土地数量均有
上升，其中 1-3 公顷范围土地挂
牌量增量最多，同比增加 74 宗。

10 亿元以上成交
土地达 91 宗

值得关注的是，大湾区区域
一二季度成交金额省内份额均
在 90%以上， 而且已经连续五
个季度保持份额上升。这其中既
有大湾区土地市场热度持续上
升因素，也因为大湾区区域土地
供应比其他区域更早进入提速
阶段。

进入二季度，随着大湾区加
快优质土地供应，居住用地单季
度成交金额近 1944 亿元， 同比
几近翻倍，在区域内用地成交金
额份额更是达到 83%， 创下近
两年来单季度最高值。

土地成交方面，大湾区各面
积区间成交土地数量均有上升，
其中 1-3 公顷范围土地挂牌量
增量最多， 同比增加达 76 宗。
10 公顷以上土地成交 63 宗，同
比增加 8 宗。

全省 10 亿元以上成交土地
达 91 宗，集中在大湾区区域，同
比净增 28 宗。

大湾区成交土地增量集中
在 1 亿元以下、10 亿元以上区
间。 1 亿元以下土地成交量同比
净增高达 134 宗。

土地溢价成交方面，大湾区
区域溢价成交 121 宗，最高溢价
率达 567%； 大湾区区域土地整
体溢价率达到 14.9%。

房企拿地趋于谨慎
年初受疫情影响，多宗土地

延期出让，土地供应亦放缓。 进

入二季度，广东省土地出让速度
加快，各地市优质宗地亦提前入
市，土地市场热度也随之逐步回
升。 截至二季度末，广东省土地
市场挂牌、成交各项指标同比均
已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广东省
土地市场整体向好，但是企业拿
地还是趋于谨慎，上半年月均溢
价成交宗数为 42 宗， 同比减少
12 宗。 随着供应量逐步上升，市
场消化能力也接近饱和，上半年
土地流拍面积达到 505 公顷，同
比上升 12.3%。

全年土地成交有
望破 7000 亿元

根据过去两年广东省土地成
交走势观察，下半年土地成交金额
全年占比在 55%-60%之间，随着
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公布实施，
下半年土地供应量会高于上半年。

在土地供应量、市场状况趋
于稳定前提下，预计下半年土地
成交金额能够达到 4100 亿元以
上 ， 全年成交金额有望突破
7000 亿元。

7 月 16 日，沪深两市全日低开
低走，A 股出现放量大跌。 早盘，沪
深两市开盘小幅下跌，开盘后持续
走低，此前大幅上涨的医药、白酒
股集体下跌， 沪指早盘跳水跌近
1.5%，退守至 3300 点附近，创业
板指盘中大跌逾 2%， 失守 2800
点。 午后，沪深两市继续下挫，沪指
午后跳水跌超 4%，失守 3300 点关
口，创业板指跌近 6%，各板块全线
皆墨，贵州茅台跌破 1700 元股价，
收盘跌逾 8%，五粮液尾盘跌停，两
市收盘超过 200 只个股跌停。 7 月
以来，A 股市场快速上涨，7 月前
十个交易日 ， 上证指数涨幅为
14.41% ， 创 业 板 指 涨 幅 为
17.25%。 而本周市场的调整，令有
的股民开始担心，这头 " 牛 " 难道
只来了 10 天就要走吗？

北向资金全天净流
出 69.20 亿元

截 至 收 盘 ， 上 证 指 数 收 报
3210.10 点，跌幅 4.50%，为 2 月 3
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深成指报
12996.34 点，跌幅 5.37%；创业板
指报 2646.26 点，跌幅 5.93%。

当日，两市合计成交 15061.49
亿元， 较上一交易日明显缩量，两
市成交额连续 9 天突破 1.5 万亿
元。 北向资金通过沪深股通全天净
流出 69.20 亿元，其中，沪股通净
流出 23.71 亿元， 深股通净流出
45.49 亿元，已经连续 3 日净流出。

盘面上看，当日各板块全线翻
绿，其中，休闲服务、食品饮料、医
药生物、农林牧渔、电子等板块跌
幅较大，休闲服务和食品饮料跌幅
超过 8%，医药生物、农林牧渔、电
子板块跌幅超过 6%， 仅银行股跌
幅较小。

值得一提的是，芯片制造巨头
中芯国际于 16 日在科创板首发上
市，当日以大涨 202%收盘，全天成
交金额超过 479.7 亿元。

7 月以来，A 股市场快速上涨，
7 月前十个交易日，上证指数涨幅为
14.41%， 创业板指涨幅为 17.25%。
经过多日上涨后， 本周 A 股市场出
现明显的调整， 本周前四日上证指
数已经累计跌幅达到 5.12%。

连续大涨累积较多
获利空间

上投摩根基金投研团队对记
者分析，导致市场出现大跌的因素

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中芯国际
单日科创板上市， 首日成交量较
高，资金抽血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市场。 同时，由于中芯国际估值
相对较高，市场担心短期会对科技
板块带来一定压力。 另一方面，国
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2020 年上半
年国内生产总值 456614 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 1.6%。 分
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 6.8%，二
季度增长 3.2%， 实际数据优于预
期，市场或有宽松政策转向方面的
担忧。

招商基金投研团队也认为，市
场出现大幅调整，与前期市场连续
大涨累积较多获利空间、散户资金
入市导致交易行为趋同有关，同
时，二季度经济数据超预期使得政
策收紧预期有所加强。

中长期趋势依然向好
上证指数“三连阴”后，市场将

何去何从？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解
到，不少市场人士对 A 股后市仍持
有谨慎乐观的态度。 浦银安盛基金
投研团队对记者表示，尽管短期市
场涨幅较快较多，但经过调整后释
放了前期积累的调整压力，A 股市
场中长期趋势依然向好。 当前经济
环比改善的态势明显，企业业绩具
有环比改善的动能。 产业趋势、业
绩趋势仍是 A 股市场选股的核心。
“我们青睐于代表中国未来核心发
展方向的消费、医药、科技等行业
的优质个股并且结合市场情况，布
局一些估值较低、业绩环比出现明
显改善的偏周期股。 ”

招商基金人士也认为， 市场经
过大跌后已经较为充分地释放了前
期累积的调整压力， 同时二季度的
各项实体经济数据延续好转态势，
宽信用态势有望在三季度继续，当
前时点仍可以积极心态寻找结构性
机会， 可重点关注顺周期行业中的
地产后周期消费、 低估值的金融以
及建筑板块等；对于消费、医药和科
技板块则继续存优去劣，精挑细选。

在行业配置上，上投摩根基金
人士建议，三季度景气较为确定的
仍然是内需，而基建、科技以及部
分消费品中报确定性高，中报和三
季报确定性高的行业大概率在三
季度跑赢市场。 同时，业绩回升期，
成长行业相对低估值行业业绩弹
性更大。 因此，我们将持续关注基
建 + 科技板块，适当配置消费和低
估值板块。

广东快递相关企业数
全国第一

从快递企业数量上看， 广东省也是名副
其实的快递大省。 根据天眼查专业版数据可
知，我国共有超过 107 万家企业名称、经营范
围或品牌名称含“快递、物流”，且状态为在
业、存续、迁入、迁出的企业（以下简称 “快递
相关企业 ”）。 从注册资本来看 ， 我国有约
31%的快递相关企业注册资本在 100 万之
内， 同时也有约 18%的此类企业注册资本在
1000 万以上。

从地域上来看，这些企业多分布于沿海城
市。 具体而言，广东省的此类企业数量最多，
达到 14.2 万家，占总量的 13%。 接下来是山
东省、福建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等地区。

快递行业目前显现出快速修复反弹的态
势， 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有新鲜血液的不断涌
入。 近十年来，我国快递相关企业的注册总量
（全部企业状态）逐年攀升，且年注册增速保
持在 20%左右。 具体来看，2015 年的企业注
册增速最快， 达到 23.95%，2019 年的新增企
业数量最多，超过 21 万家。

以工商登记为准，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
示，2020 年上半年，我国共成立近 9 万家快递
相关企业。 其中，4 月是我国新增相关企业最
多的月份，单月共注册 2.3 万家企业，环比增
长 23.23%。

2020 年上半年， 邮政快递行业受到了疫
情冲击，但在面临挑战的同时，行业也迎来线
上消费、复工利好政策等机遇。 据报告，上半
年，邮政服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1398.9 亿元，
同比增长 18.2%； 邮政寄递服务业务量累计
完成 127.4 亿件，同比增长 6.7%；邮政寄递服
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215.8 亿元， 同比增长
3.1%。

另外，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等下沉市场增速
加快， 大量偏远地区消费者能够享受到低价
网购服务也是推进该行业快速增长的因素。
据报告，上半年，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
比重分别为 80.1%、12.6%和 7.3%，业务收入
比重分别为 80%、11.5%和 8.5%。 与去年同
期相比，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基
本持平。

此外，邮政快递业在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为全国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确保老百
姓生活必需品供应和经济社会正常运行提供
了有力支撑保障。 上半年，快递企业日均服务
用户超 3.7 亿人次，其中二季度日均服务用户
近 5 亿人次。 截至 6 月 10 日，邮政快递业共
承运、 寄递疫情防控物资累计 48.98 万吨，包
裹 3.98 亿件，发运车辆 8.75 万辆次，货运航
班 779 架次。

对于该行业未来发展， 国家邮政局 7 月
初发布的《2020 年 6 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
告》显示，2020 年下半年，快递业将逐步进入
业务旺季，三季度增幅相对平稳，预计 7 月快
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38%左右。

进入 7 月，在 A 股普涨行情之
下，公募基金赚钱效应持续，基金
净值进一步提升。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7 月 13 日，新华基金
旗下 7 只产品年内超过 50%。

截至 2020 年 7 月 13 日，新华
鑫动力今年以来实现净值增长率

58.29%，在同类灵活配置型基金中
排名前 10%；新华策略精选年内回
报 57.42%，在同类普通股票型基金
中排名前 20%；此外，新华外延增
长主题、新华中小市值优选、新华战
略新兴产业、新华鑫益、新华优选分
红年内回报均超过 50%。 （杨广）

2020 上半年邮政行业报告发布： 沪指下挫4.5%跌至3210点
“牛市”只有10天就要走？

市场人士分析，调整释放前期积累压力，A
股中长期趋势依然向好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实习生 孔乐怡

景顺长城张晓南：当下市场低估蓝筹是稳健之选

7 月以来，上证综指站上 3300
大关。 针对后市行情走势，景顺长
城基金经理张晓南表示，在流动性
充裕的环境下，加之国内经济逐渐
恢复，低估值蓝筹权益资产配置价
值凸显，未来有望进一步估值修复
行情，增加低估值品种是当前较为

稳健的投资选择。 中证红利低波动
100 指数集中了大量估值较低的
蓝筹股，值得投资者关注。 跟踪该
指数的景顺长城中证红利低波动
100ETF 在近期已上市交易， 为投
资者提供了布局低估蓝筹的投资
工具。 （杨广）

新华基金旗下 7 只产品年内回报超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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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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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广）

中欧消费主题基金近两年涨幅 126.27%

上半年广东土地市场报告出炉：经营性用地成交金额同比增近五成

广东土地市场热度回升
全年成交有望破 亿元

近日，国家邮政局公布了 2020 年上半
年邮政行业运行情况。 据报告， 今年上半
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
行直接营业收入） 累计完成 5028.2 亿元，
同比增长 11%；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8765.3
亿元，同比增长 22.4%。这显示出邮政快递
行业逐渐摆脱疫情带来的疲态，各业务逐步
上扬的趋势。数据显示，广东快递业务量
和收入均居全国第一。

上半年快递量超2016年全年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快递业务量完成

338.8 亿件，增长 22.05%，超过 2016 年全年
（312.8 亿件）； 快递业务收入完成 3823.8 亿
元，增长 12.57%。

此外，就行业增长速度来说，上半年，快
递业务量平均增速达 22.5%， 接近去年平均
水平，日均快件处理量近 1.9 亿件，其中二季
度日均快件处理量高达 2.4 亿件，与去年同期
最高日处理量基本持平。

据报告，今年上半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
业 务 量 累 计 完 成 338.8 亿 件 ， 同 比 增 长
22.1%；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3823.8 亿元，同比
增长 12.6%。 其中，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 56.2
亿件，同比增长 10.6%；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
275 亿件，同比增长 24.7%；国际 / 港澳台业
务量累计完成 7.6 亿件，同比增长 20.9%。

就分省快递来说，上半年，广东省业务量
累计 9.14 亿件，同比增长 21.9%，位居全国第
一。 排名第二、第三的是浙江（7.13 亿件）与江
苏（2.92 亿件）。 同样的，广东省上半年快递收
入累计 96.13 亿元，同比增长 14.2%位列全国
第一。 快递收入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上海
（61 亿元）与浙江（45.1 亿元）。

从城市方面来说，广州市快递业务量达 3.09
亿件，排名全国第二，位列金华（义乌）市之后。深
圳市业务量达 2.42 亿件，排名第三。 在前十名的
城市排名榜单中，广东城市还包括揭阳（0.95 亿
件，位列第七）和东莞（0.83 亿件，位列第九）。

此外，就快递业务收入来说，广东省也有 4
个进入全国排名前十的城市。 深圳市以 30.79
亿元的业务收入夺得榜眼，位于上海市（61 亿
元） 之后。 广州市快递业务收入累计 29.12 亿
元，位列第三。 随后是东莞市（10.49 亿元，位列
第八）与揭阳市（6.29 亿元，位列第九）。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曦、 实习
生李悦报道：浙江省证监局官网日
前披露，共享充电宝服务商“小电
科技”已同浙商证券签署上市辅导
协议，拟于创业板挂牌上市。 天眼
查资料显示，小电科技的主营业务
是运营共享充电分时租赁设备，即
共享充电宝，是移动互联网和租赁
移动电源融合发展的新型服务模
式， 旗下的产品组合包括大型柜
机、小柜机、桌面充电宝等。

有行业人士指出，如果一切顺
利，小电科技或于年内上市。 如此
次上市成功，小电科技将成为共享
充电宝第一股。

天眼查数据显示， 市面上常见
的共享充电宝品牌有来电、街电、小

电、怪兽充电等。 其中成立时间较早
的来电科技于 2017 年获得了 2000
万美元的 A 轮融资，SIG、红点中国
领投，九合创投、飞毛腿跟投；街电
于受到聚美优品的资本青睐 ，于
2017 年实现并购； 苏宁投资入股了
小电科技； 怪兽充电则于 2019 年
12 月完成了 5 亿元 C 轮融资。 该行
业形成了“三电一兽”的竞争格局，
不过战局并不明朗。

近十年以来，我国充电宝相关
企业的年注册量逐年攀升，2015
年 相 关 企 业 注 册 增 速 高 达
61.95% ， 之后增速始终稳定在
30%左右。2019 年是近十年以来我
国新增相关企业数量最多的年份，
共新增成立超 600 家。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实习生 李悦
制图：陈炜数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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