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股基金
收益小幅上涨

上周市场上各类型基金涨跌不一。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封闭式、
债券型和混合型基金表现居前， 周涨
幅分别为 0.33%、 0.29%和 0.11%； 保本
型、 股票型、 货币型基金收益平平，
涨幅分别为 0.09% 、 0.06%和 0.04% ；
QDII 型和指数型基金表现居后， 跌幅
分别为 0.74%和 0.86%。

10 月以来权益类基金整体业绩有
所反弹， 凯石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数据
显示， 股票基金月平均上涨 12.98% ，
主动型产品表现好于指数型产品。 从
投资风格来看， 成长明显好于价值。
从主题来看， 互联网、 军工主题基金
收益斐然。 混合基金中， 偏股型收益
最高， 灵活型收益分化。

固定收益类产品也收益平稳， 二级
债基平均收益为 2.89%， 一级债基平均
收益为 1.33%， 纯债基金平均收益为
1.05%， 指数债基平均收益为 1.37% 。
货 币 基 金 七 日 年 化 收 益 率 均 值 为
2.82%。

众禄基金研究中心分析师指出， 价
值型基金产品连续几个月收益落后，
受到资金冷落， 目前市场上价值型基
金产品数量非常少， 这决定了价值型
产品出现在收益榜中的概率很小。

基金仓位来看， 上周公募基金仓位
上升， 且主动调仓幅度大于名义调仓。
好买数据显示， 上周偏股型基金仓位
上升 0.98%， 当前仓位 64.60%。 其中，
股票型基金上升 0.72%， 标准混合型基
金上升 1.00%， 当前仓位分别为 81.78%
和 63.22%。 目前， 公募基金仓位总体
处于历史中位水平。

行业配置方面， 医药、 商贸零售和
综合三个板块被公募加仓， 而建筑、
机械和电力设备板块被公募基金逐渐
减持。

好买基金分析师雷昕表示， 股票型
基金来看， 目前资金面和政策面都有
利于市场中长线向上运行， 同时经济
下行压力仍较大， 市场很难一蹴而就，
仍将维持震荡格局。 建议投资者维持
相对均衡配置。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2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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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开局不利 沪深股指双双回调
新华社专电 11 月 A 股开局不利，2 日

沪深股指双双回调， 其中后者跌幅超过
2%。钢铁、券商保险等多个板块表现不佳，
且均为大盘股相对集中的板块。

当日上证综指以 3337.58 点大幅低
开，全天呈现冲高回落走势。 盘中沪指一
度翻红，上摸 3391.06 点后开始掉头下行，
午后下行速度明显加快。 尾盘沪指收报
3325.08 点， 较前一交易日跌 57.48 点，跌

幅为 1.70%。
深证成指走势略弱于沪指， 收盘报

11304.88 点 ， 跌 241.17 点 ， 跌幅达到
2.09%。

沪深两市上涨品种总数不足 600 只，
远少于下跌数量。 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
改股，两市 30 多只个股涨停。 通过吸收合
并大华农实现上市的温氏股份，亮相首日
大涨逾 242%。

当日所有行业板块均告下跌， 钢铁、
券商保险、石油燃气、房地产、通信、有色
金属等板块整体跌幅超过 2%， 且均为大
盘股相对集中的板块。

与前一交易日超过 8000 亿元的总量
相比，当日沪深两市成交有所萎缩，分别
为 2860 亿元和 4581 亿元。

沪 深 300 指 数 失 守 3500 点 ， 报
3475.96 点，跌幅为 1.64%。

两市 B 指同步收跌。 上证 B 指收报
353.18 点 ， 跌 1.50% ； 深 证 B 指 收 报
1148.18 点，跌幅为 0.54%。

国家统计局 1 日公布的 10 月制造业
PMI 与上月持平， 弱于此前机构的预期。
加上在刚刚过去的 10 月交易中沪深股指
实现了较大的累计涨幅，短期获利盘回吐
压力较大。 受上述因素影响，11 月 A 股开
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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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政局开展专项整顿

收寄物品一律先验视后封箱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针对快递

实名制操作细节， 国家邮政局 2 日公布
《集中开展寄递渠道清理整顿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全面推进“收寄验视、实名
收寄、过机安检”3 项措施。

方案要求，在收寄验视环节，要求一

律先验视、后封箱。 按照“谁收寄、谁负
责”的原则，明确收寄验视责任，制定收
寄验视规程，加强对危险化学品、易燃易
爆物品的收寄把关。

针对实名制寄递， 方案要求， 对路
边、车站、酒店、广场等人员流动公共场

所收寄的邮件、快件严格实名管控。 快递
运单要如实填写，包含寄件人、收件人姓
名地址和寄递物品的名称、 类别、 数量
等， 快递员通过对寄件人电话号码及相
关身份信息比对核实后方可收寄。

对于已有安全保障机制的协议客户，
如电商企业、 大客户等要全部签
署安全协议。此外，电商协议客户
要填写完整准确的寄件人信息，
监管部门定期抽查核实。

方案要求， 各邮政企业、快
递企业加快推动邮件、快件全面
过机安检。 邮件、快件暂时达不
到 100%通过 X 光机安检的，要
限期整改。

汽柴油价格或每升下调约 1 角
时隔两个月后，国内汽、柴油价格或

将再度迎来下调。 11 月 3 日是国内成品
油调价“窗口”。 本计价周期内，国际原
油价格总体呈下跌走势。市场预测，本轮
汽、柴油价格或将迎来下调，每升调价幅
度在 1 角左右。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 2 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10 月 30 日一揽子原油平均价
格变化率为负 4.22%。 据此测算， 国内
汽、 柴油价格每吨下调 120 元左右。 11
月 2 日是本计价周期的第九个工作日。

本计价周期内， 国际原油价格震荡
较为剧烈。 对于国际石油市场供大于求
的担忧一度主导市场情绪， 美元走强也
降低了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产品的投资吸
引力。但随后，美国石油钻井平台数量再
度减少以及主要石油公司减少投资等消
息，对国际原油价格构成一定支撑。

我国于 2013 年 3 月底出台完善后
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按照新机制，国
内汽柴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
化每 10 个工作日调整一次，当调价幅度
低于每吨 50 元时不做调整，纳入下次调
价时累加或冲抵。

如果此次油价下调兑现， 将是今年
以来第 10 次下调成品油价格。市场机构

金银岛分析认为， 近期市场对全球供需
过剩的担忧情绪再度抬头， 石油输出国
组织的原油产量维持高位， 面对疲软的
市场需求， 各产油国争抢市场份额的决
心并未发生改变， 这令国际原油价格延
续低位震荡。

市场预计， 新一轮调价周期伊始，
国际原油价格变化率或仍位于负向运行
区间。 鉴于后期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中或
有反弹， 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变化率运
行轨迹或将转向， 新一轮调价方向暂不
明显， 存搁浅或小幅下调的预期。

从国内市场看， 东部部分地区将陆

续开展国Ⅴ汽柴油置换工作， 或会导致
资源供应趋于紧张， 对价格有所支撑。
但目前国内整体资源供应仍属宽松， 即
使此次下调汽、 柴油价格， 也难以改变
市场总体低迷的局面。

截至目前， 今年国内汽、 柴油价格
已经历 20 轮调价周期， 其中 9 次下调，
7 次上调， 4 次“搁浅”。 汽油价格每吨
累计下调 315 元， 柴油价格每吨累计下
调 370 元； 折合 90 号汽油零售价格每
升下调 0.23 元， 0 号柴油每升下调 0.33
元。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