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6 日电 17 日，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 根据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发布的数据， 预计
汽柴油将再次迎来小幅下调， 预计每吨
降幅在 65 元左右， 折合 90 号汽油每升
下调约 0.05 元， 0 号柴油每升下调约
0.06 元。

本计价周期内， 受石油产量仍居高
位、 新兴经济体需求放缓、 美国原油库

存持续增加等因素压制， 国际油价持续
走低。 追踪国际油价的一揽子原油价格
变化率由正转负， 且负向程度逐步加
深。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 11 月 13 日一揽子原油平均价
格变化率为 -2.26%。 根据当前变化率水
平测算， 国内成品油价将再迎小幅下
跌， 预计汽柴油每吨下调幅度为 65 元左
右。

对于国内成品油后市走势， 中宇资
讯分析师马燕表示， 自十月份起小排量
汽车购置税减半后， 汽车销量明显回升，
对汽油需求有一定提振； 但柴油需求受
工业、 制造业等疲软行情打压持续低迷；
此外， 年底临近部分炼厂将进行成品油
质量升级改造， 原油加工量环比将下滑。
短期来看， 各地主营及社会单位成品油
批发市场将延续弱势调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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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西宁电网改造的需要，西宁市以下
地区需停电，现通告时间如下，望广大用户
做好准备。 因停电给您造成的不便，请予以
谅解。 在停电期间， 线路随时可能恢复送
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电力法》、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得私自攀登电力变压器架及杆塔、 禁止
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
区内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否则，将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原定于 11 月 19 日 8:00-24:00 乐三
路乐 351 开关的计划停电调整为乐三路全
线停电，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11月 19日 8:00-24：00

乐三路：城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
东路、高新路地区：海普兰特药业有限公司、
青海省建青石材厂、青海瑞成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
司、青海裕泰食品有限公司、青海新力土畜
有限责任公司、青海西北骄天然营养食品有
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 青海嘉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宁宝光金银首饰实业总公司、青海长城电
器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西宁建东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青海省特种门厂、青海省创业发
展孵化器有限公司、青海第一汽车修理有限
公司、西宁市天环能源有限公司、西宁好当
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青海嘉通伟业工贸有
限公司、青海第一汽车修理有限公司、青海
高速乳业有限公司、青海洁神环境能源产业
有限公司、 青海瑞杰城市美容有限责任公
司、 青海赛亚金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青海信利工贸有限公司、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川工业园区城市管理局、青海宏恩科技
有限公司、青海新宏铭印业有限公司、青海
星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水工机械

有限公司、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
司、青海居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闽辉
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青海诺科矿业有限公司、西宁市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青海西部矿业科技有
限公司、青海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青
海三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新力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雍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青海湖乳业有限责任
公司、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重要用
户）、青海聚能电力有限公司、西宁市公安
局、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公
司、西宁市国家安全局、青海恒通铝塑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青海中泰中油燃气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等。
11 月 25 日 0:00-1:00�� 11 月 26 日 0:
00-1:00

豪都开闭所：豪 k 一路、豪 k 二路、豪
k 三路：豪都房地产有限公司、金科房地产
有限公司等。
11月 25日 8:00-24:00

关四路 H13 环网柜：共和路地区：青
海省宸州置业有限公司等。
11月 25日 8:00-24:00

关十五路 H13 环网柜：共和路地区：
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夏都府邸等。
11月 26日 0:00-24:00

祥一路 F02分接箱后段线路：建国南
路地区；祁连山宾馆、西宁房地产集团新丰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宁市大十字百货商
店、西宁惠东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夏日麗景酒店有限公司、 青海电信实
业物业公司、土产资料公司、商业厅供销联
社公变等。

11月 26日 8:00-24:00
孙八路 #62 杆孙 841 开关后段线

路： 化建地区； 西宁安东餐饮有限公司、
西宁友通装饰有限公司、 农林科学院、 西
宁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 九欣房地产、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销售分
公司、 西宁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 青海
信康气体有限公司、 青藏铁路公司西宁车
务段、 西宁城北同力水泥制管厂、 市政工
程公司综合加工厂、 华青公司、 西宁市城
市建设开发总公司、 青海鼎盛曲轴制造公
司、 海杰生猪养殖合作社、 西宁市城北区
教育局、 青海德能达实业有限公司、 城北
鑫晋混凝土外加剂厂、 二十里铺园艺厂、
第一职业学校、 青海广智铸造有限公司、
西宁远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城北雅豪门
窗分公司、 西宁博奇物贸有限公司、 西宁
城北龙辉钢筋加工厂、 西宁城北山宁外墙
保温材料厂、 江苏江都二建工程有限公司
西宁分公司、 西宁时代（集团） 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西宁城北鑫晋混凝土外加
剂厂、 西宁万舟工贸有限公司、 西宁市二
十里铺村民委员会、 二十里铺大队煤场、
化工六建、 闽祥彩钢、 青海江南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 文泰粮油、 西宁市城北区花卉
协会、 宋家寨村、 程碑石油机械、 西宁宏
晨印务有限公司、 方远电动车、 装备园公
寓、 兆青新型建材、 青海省集协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高原牧歌、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西宁分公司、 西宁城北好朋友乳品饮
料厂、 西宁市公安消防支队、 小寨村、 市
二十五中学、 西宁市广播电视局、 西宁水
务燃气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
伊纳维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宁福乐奶
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西宁小西牛乳业
等。

11月 27日 8:00-24:00
湖八路：西关大街；汇通海湖苑小区、

青海绿色创意文化传媒公司等地区。
11月 27日 8:00-24:00

虎西开闭所 10kV 虎 K 五路：凤凰新
城小区。
11月 30日 0:00-24:00

祥一路 F02分接箱前段线路：建国南
路地区；循化民贸局驻宁采购站、西宁艺术
剧院有限公司、青海华德房地产、工行城东
办事处、青海旺业物业有限公司等。
12月 1日 8:00-24:00

浦十一路：西关大街、虎台地区；西宁
市南凉虎台遗址公园、 西宁市虎台教师公
寓、省妇女联合会、青海省科学技术馆、西
宁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宏基
交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青海省三毛幼儿
园、青海省测试计算中心、西宁市西建中英
文学校、西宁市教师继续教育中心、虎台饭
店、省医药管理局、西宁市邮政局、虎台小
区、虎台中学、虎台东巷经贸委、324 部队、
青海省永澳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虎台小
学等地区。
12月 1日 8:00-24:00

虎西开闭所 10kV 虎 K 一路：西供局
虎台住宅小区。
12月 1日 8:00-24:00

虎西开闭所 10kV 虎 K 二路：杰森花
园小区。
12月 1日 8:00-24:00

虎西开闭所 10kV 虎 K 三路：人行中
心支行。

西宁供电公司停电通告
西供电调停字 20151116

（遇雨雪、不可预见及特殊因素顺延）
国网客户服务热线： 95598

每升预计降 5 分钱

汽柴油价再迎小幅下调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16 日专电 沪深

证券交易所宣布提高融资保证金比例，管
理层主动“降杠杆”对 A 股影响有限。 本
周首个交易日 A 股低开高走、 止跌反弹，
上证综指重返 3600 点整数位， 创业板指
数则大涨逾 3%。

当日上证综指以 3522.46 点大幅低
开， 早盘回落至 3519.42 点后开始震荡回
升。 临近收盘时沪指走出一波“翘尾”行
情，重返 3600 点后，以 3606.96 点报收，较
前一交易日涨 26.12 点，涨幅为 0.73%。

深证成指收 盘 报 12620.38 点 ， 涨
218.34 点，涨幅为 1.76%。

创业板指数表现抢眼，以全天最高点
2797.16 点报收，涨幅高达 3.21%。

伴随股指止跌， 沪深两市再现普涨，
红盘品种总数高达近 2200 只。 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 130 多只个股涨
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涨， 综合
类、房地产、供水供气、造纸印刷等多个板
块涨幅超过 1%。电力、券商保险、汽车、旅
游餐饮板块逆势下跌， 且多为权重板块，
成为制约大盘反弹高度的主要因素。

不过，当日沪深两市成交未能有效放
大，分别为 3694 亿元和 5393 亿元，总量
回落至 9000 亿元附近。

上周末沪深证券交易所宣布大幅提
高融资保证金比例，在前期市场已经历连
续调整的背景下，这一消息未对 A 股形成
太大负面影响。 加上当日临近收盘时离岸
人民币突然大幅上涨， 受此影响，A 股
“翘尾”重拾升势。

据新华社 11 月 16 日电 银监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四
部门日前发布风险预警提示， 近期国内
多地出现以“金融互助”为名，承诺高额
收益，引诱公众投入资金的行为，提醒广
大公众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审慎投资。

提示称， 这种吸收资金的行为名目
繁多， 常见的有 “××金融互助社区”
“××金融互助平台”“××金融互助
理财”“××慈善金融互助平台”等；依
托互联网，通过网站、博客、微信、QQ 等
平台公开宣传，波及范围广；宣称投资门
槛低、周期短、收益高，利诱性强。

提示称，这种行为隐蔽性强，多由境
外人员远程操控， 投资款往往通过个人
银行账户网银转账或通过第三方支付平
台流转。

四部门提示， 此类运作模式违背价
值规律，资金运转难以长期维系，一旦资
金链断裂，投资者将面临严重损失。广大
公众要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审慎投资，防
止利益受损。 同时对掌握的违法犯罪线
索，可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

上周 A 股指数上攻遭遇阻碍， 呈现
震荡行情，小盘股表现强于大盘股。 受此
影响， 沪深两市市场各类型基金涨跌互
现，基金仓位上升，总体处于历史中位偏
上水平。

好买基金数据显示， 其中股票型和
混合型基金上涨表现居前， 涨幅分别为
1.50%和 1.01%。 而 QDII 型、指数型和债
券型基金下跌， 跌幅为 1.59%、0.31%和
0.27%。

而基金仓位在连续下降之后也在上
周迎来了反转。数据显示，偏股型基金仓
位上升 2.47%，当前仓位 74.52%。 其中，
股票型基金上升 1.90%， 标准混合型基
金上升 2.52%， 当前仓位分别为 87.02%
和 73.52%。

当前医药、 通信和国防军工为基金
配置前三位， 基金配置比例居后的三个
行业分别是汽车、有色金属和非银金融。
而上周建筑、 家电和房地产三个板块被
公募加仓，而汽车、国防军工和有色金属
板块被公募基金逐渐减持。

从偏股基金来看，好买分析师指出，
由于市场融资功能打开， 经济增长趋势
依然疲弱， 投资情绪继续改善。 重启
IPO，其改革将继续，注册制是其方向，或
开启长牛趋势。 但同时外围市场风险也
在加大。在基金配置方面，建议投资者关
注选股型基金。

尽管债券型基金总体有所下跌，但
在稳增长的压力下， 资金面宽松格局的
意图并未改变， 流动性较为宽裕。 经过
IPO 重启消息冲击之后， 债券市场走势
逐渐平稳， 而经济金融数据仍然利好债
市，预计后期收益率仍将挑战新低，稳健
型投资者可加大债券型基金配置。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经理郭敏预
计， 四季度行情整体谨慎乐观。 无风险
收益率的下降对市场整体估值水平有一
定的支撑。 我们仍看好行业持续景气的
云计算、 大数据、 文娱教体； 同时高股
息率的低估值蓝筹股仍有估值修复机
会。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16 日专电

沪深股指止跌反弹

各类型基金涨跌互现
偏股基金仓位上升

四部门提示

“金融互助”高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