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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0号柴油（Ⅵ)

89号汽油(ⅥA)

92号汽油(ⅥA)

95号汽油(ⅥA)

对民营批发企业

最高供应价格

（元

/

吨）

7060�

8055

8562�

9070

最高批发价格

（元

/

吨）

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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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零售价格

（

元/吨）

7460

8455

8962

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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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税互动”工作要求，

招商银行总行已于 2018 年 8 月与国家税

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签署了银税互动框

架协议，这一举措，为支持普惠金融、促进

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适应经济转型及新旧动能转换的

发展趋势，持续提升民营实体经济服务能

力，招行广州分行针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融

资需求， 推出了两款新型银税互动产

品———诚信纳税易和高新科技贷， 并于

2019 年 4 月成功上挂广东省电子税务局。

截至目前，已有 141 户信贷融资需求的企

业通过该系统点击相关产品， 其中 14 户

已成功受理并得到授信支持，通过率达到

9.9%，有效提升了企业融资效率，简化了

信贷融资的业务流程。

此外，该行不断拓宽便捷银政服务思

路， 并于 5 月 31 日正式上线“商事 E 线

通”，通过这一服务，企业纳税人既可以在

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线上体验简化、 便民、

高效的税务服务和金融服务，又可以线下

获取由招商银行提供的专属客户经理一

对一服务，包括电话预约开户时间、网点

开户专属服务、账户使用指导、企业综合

投资融资等服务，真正实现了“线上线下

相结合+银政路路通” 的一站式综合服务

模式。

未来，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将继续秉承

“因您而变”、“因势而变” 的服务理念，不

断突破与创新，通过银税合作的不断深入

和升级，让更快、更好、更省的金融服务普

惠广大企业纳税人，助力实体经济，为广

东省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携手广东省税务局

创新银税互动新举措 助力中小企业新发展

[ ]

近年来， 为积极响应支持民营实体经济的政策号召，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借助科技赋能，不断探索对公服务新场

景，通过提供优惠结算套餐、多元化融资产品、全生命周期

生态服务等综合金融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

发展壮大。

由国内直通日本市场的主动管理产

品———上投摩根日本精选基金即将发行。

该基金依托摩根50年日本投资经验，瞄准

日本新经济增长潜力。

上投摩根是国内最早布局海外投资

的基金公司之一， 深耕国际业务已逾10

年， 旗下多只海外投资产品业绩出色。

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31日，上投摩根富

时发达市场REITS基金

（人民币份额）

、上

投摩根全球多元配置基金

（美元份额）

和

上投摩根中国世纪基金

（人民币份额）

，年

内收益率分别为12.6%、7.4%和7.9%， 全部

跑赢同期业绩比较基准11.5%、7%和6%；这

3只产品成立以来总回报则达20.6%、17.2%

和25.5%。 2018年，上投摩根更是业内实现

海外投资奖项“大满贯”的基金公司。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诗柳）

A股市

场再度上涨。 昨日开盘，沪指一路震荡

上行强势收复2900点， 创业板指大涨

近4%。 两市呈普涨行情，概念、主题行

业指数悉数收涨，上升个股超3500只，

下跌个股不足100只。 消息面上，昨日

盘后，管理层发布了《关于做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

的通知》。 分析认为，这对市场来说，也

是一个利好因素。

两市再现百股涨停

受宽松政策可能加码的刺激，昨

日开盘两市小幅高开，盘初在稀土、基

建、白酒等板块发力带动下，股指震荡

攀升；午后随着交易量持续增加，三大

股指延续上午的强势运行。 截至收盘，

沪指涨2.58%收复2900点， 深成指涨

3.74%再度站上9000点关口， 创业板指

则大涨3.91%。

从盘面上看， 申万一级28个行业

全线飘红。 建筑材料、食品饮料两个行

业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为5.48%、5.0%。

概念板块方面，西部水泥、稀土永磁、

“人造肉”等指数均大涨逾7%。 收盘时，

两市仅40余股下跌，其余3500多只股上

涨，聚力文化、盛运环保、海航科技等

118只个非ST股涨停。

盘后数据显示， 市场交投氛围活

跃， 资金做多意愿浓厚。 Wind数据显

示，昨日沪市成交2544.80亿元，深市成

交3109.72亿元， 两市合计成交5654.52

亿元，较上日的3667.13亿元明显放量。

两只绩差股成仙股

近期连续下挫的ST板块也迎来

久违的上涨， 但涨幅依旧明显落后。

Wind数据显示， 昨日低价股、ST概念

等指数分别上涨0.94%、1.97%，位列两

市386个概念板块倒数第二、倒数第三

的位置。

昨日，原本已经成“仙股”的*ST

雏鹰上演涨停板，股价再度回到1元面

值，暂时摆脱了“仙股”处境。 具体来

看，本周一，因“以肉偿债”、“猪被饿

死” 而被市场调侃的*ST雏鹰吃下一

个跌停板，报收0.95元成为“仙股”。 昨

日，*ST雏鹰开盘跌停， 但1个小时后，

突然直线拉升封住涨停。 收盘凭借

5.26%的涨幅，股价报收1.0元，侥幸回

到1元面值。

不过，目前两市股价低于1元面值

的个股还有*ST华业和*ST大控，最新

收盘价分别为0.95元、0.98元。其中*ST

华业已经是第3个交易日低于1元，如

果持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那

么将面临退市的命运。 在此之前，*ST

华业因百亿应收账款遭遇“萝卜章”，

此后，公司不断曝出债务违约、实控人

暂无法回国、 董事涉嫌诈骗被刑拘、

2018年巨亏64亿元等负面消息， 仅仅

年内股价就跌去63%。

除已经“成仙”的个股，Wind数据

显示，目前两市股价低于2元的个股还

有57只。

基建投资将企稳回升

业内人士认为， 昨日市场大涨与

前期连续调整有关外， 也受到一份文

件的提振。 消息面上，昨日盘后，管理

层发布了《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该通知指出，加强财政、货币、投资等

政策协同配合， 其中允许部分重大项

目使用专项债作为项目资本金， 撬动

投资， 并积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

融资支持。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表

示， 此通知将有利于基建投资的进一

步企稳回升，信号和实际意义均显著，

维持基建增速年末回升至8%上方的

判断。

招商基金方面则表示，昨日A股大

涨主要是国内外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 昨天央行为中小银行同业存单

增信， 以及昨晚专项债补充资本金的

政策放松，都释放了政策对冲信号，市

场对未来政策逆周期对冲的预期在升

温。国外方面，在中美利差走阔之下人

民币贬值的压力有限， 有望提振境内

外资金的风险偏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今

日起， 国内成品油将迎来第11次价

格调整， 油价再度迎来下跌。 据统

计， 今年的11次油价调整分别上调8

次、 下调2次、 搁浅1次， 汽油总计

上调了850元/吨， 柴油总计上调了

835元/吨。

广东省的情况如何呢？ 记者昨日

从广东省发改委网站获悉，根据国家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结合近一段时

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国家发改

委决定自6月11日24时起下调国内成

品油价格， 即在现行价格的基础上，

广东省汽、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465元和445元。

即今日起，0号柴油的价格为6.40

元/升，89号汽油的价格为6.29元/升，

92号汽油的价格为6.77元/升，95号汽

油的价格为7.34元/升。 相比5月27日

的价格调整，每升汽、柴油的价格分

别下跌了0.38元、0.34元、0.38元、0.4

元。 这一轮油价调整或成年内最大跌

幅，广东省92号汽油的零售价格再度

重返“6元时代”。

记者了解到，此番调价后，油箱

容量为50升的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

汽油可节省19元，加满95号汽油则节

省20元。

量价齐升 沪指收复2900点

创业板指大涨近4%

上投摩根

日本精选基金将发行

工银瑞信文体产业股票基金成立以

来表现出色。 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

该基金自2015年末成立以来累计收益为

58.2%，居同期普通股票型基金前3名，期间

跑赢业绩比较基准高达107.19%，为投资者

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该基金的优秀表现有着良好的持续

性，据Wind统计，截至今年5月31日的41个

月中， 该基金有30个月跑赢业绩基准，胜

率超过七成，远超同类平均水平。 据银河

证券数据统计，最近一年，该基金回报位

列同类前10，近两年、三年更是高居同类

第3和第2名，显示在市场牛熊转换及风格

切换背景下，基金业绩仍能保持较高的稳

定性和领先性。

工银瑞信文体产业

回报达

58.2%

广东油价今起每升直降4毛钱

新一轮油价调整或创年内最大跌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