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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 4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将
在 2 月 28 日 24 时开启。参照当前的原油
价格变化率趋势，我国成品油价将大概
率迎来“四连涨”，每吨上调幅度可能在
290元左右，若按家用汽车加满一箱油 50
升计算，车主将多花 11 元左右。这或将
成为 2019 年以来四次油价上调中的最大
涨幅。

我国《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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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价生效时间为
调价发布日 24 时。当调价幅度低于每吨
50 元时，不作调整，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
或冲抵。

上一次国内成品油调价发生在 2月 14
日 24 时，汽、柴油价格每吨均上调 50 元。
按照定价机制，28日 24时成品油调价时间
窗口将再次到来。

本轮调价周期内，尽管受美国原油产

量持续上升影响，国际油价存在波动，但
在欧佩克国家积极实施减产、国际贸易摩
擦趋缓等因素支撑下，国际原油供需形势
预期得到改善，国际油价稳步回暖。

2019 年开年以来，欧佩克国家主导的
减产步伐一路推升着国际原油价格。本
周期内沙特一处日产量超过 100万桶的近
海油田，由于供电线路出现故障而意外关
停的消息当日便助推了国际油价上涨。
而在 2 月 20 日非洲最大产油国尼日利亚
也在声明中表示愿意减少石油产量，以维
持较高的价格。加之市场对于委内瑞拉
和伊朗今后依然面临原油产量下行的预
估，全球原油供应趋紧的前景对国际油价
形成了支撑。

针对全球原油的需求侧，有分析师表
示，中国 1 月份出口数据的强劲增长和原
油 进 口 的 增 加 对 于 市 场 信 心 有 提 振 作
用。“尽管美国能源信息局 21 日发布的报

告显示，美国原油产量以及商业原油库存
正持续上升，但基于市场对全球经济风险
的看法有所缓和，国际油价正在慢慢升
温。”东方油气网油品分析师董梅说。

国际油价是我国成品油调价的重要风
向标。受此影响，本轮调价期内，我国成
品油调价参照的一揽子原油价格变化率
从正值开始，总体呈现正向扩大的趋势。
多家社会监测机构的预测都显示，本轮调
价在国际原油震荡上涨的走势中大概率
将迎来上调。26日，东方油品数据库测算
的原油变化率为 6.772％，对应成品油价涨
幅为每吨 293元。卓创资讯监测的原油变
化率为 6.65％，对应上调幅度为每吨 290
元。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 26 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2 月 25 日一揽子原油变化率为
6.71％，预计本轮成品油价格上调幅度为
每吨 290元左右，折合成升价，汽油涨幅约

0.22元，柴油涨幅约 0.24元。
以上海地区 92号汽油为例，“四连涨”

之后其零售升价将逼近 7 元，上调之后的
油价略高于去年同期，但作为 2018年下半
年油价大跌后的恢复与反弹，还未及去年
油价高峰时逼近每升 8元的水平。

“油费成本占到每月总营收的 20％左
右。”上海网约车司机杜师傅表示，自己的
燃油车每两天就需要加一次油，因此油价
变化确实会对其运营成本产生比较直观
的影响，“去年下半年油价跌了不少，目前
油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还在可承受范
围内。”

“未来短期内，美国原油库存量上涨或
将带动国际油价回调，但长期来看，欧佩
克减产、利比亚等重要产油国产量下行的
因素一直存在，国际油价会随着原油供需
平衡的变化而平稳回升。”董梅说。

（据新华社电）

快去加油！油价将迎来四连涨
或创开年来最大涨幅

据新华社上海电 备受关注的科创板
系列配套规则征求意见工作刚结束，几天
来，已有 9 家公募基金提前布局即将到来
的科创板。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相关准备
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来自证监会官方
网站的消息显示，2 月 20 日至 21 日，证监
会主席易会满围绕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有关问题，带队赴上海听取市场机构对
相关制度规则的意见建议，并调研督导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改革准备工作。

虽然在科创板征求意见规则中，要求
个人投资者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证券账
户及资金账户资产不低于 50万元人民币，
且参与证券交易满 24个月，但这样的门槛
并不妨碍普通中小投资者间接入市，对于
未满足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可通过购买
公募基金等方式参与科创板。

记者梳理发现，无论是 2 月 22 日出现
在证监会基金募集申请公示表上的华夏基
金、富国基金、易方达基金、工银瑞信基金、
嘉实基金和汇添富基金公司的 6 只产品，
还是中欧基金、招商基金和鹏华基金 25日
分别向证监会提交募集申请注册的 3只产
品，大部分均为混合型基金，这意味着可以
投资其他板块的科技类股票，从而加大了
投资的灵活性。

虽然公募基金参与科创板的更多细则
有待明确，但公募基金的参与热情丝毫不
减。2019 年以来 A 股市场表现良好，加上
当前科创板受关注程度，基金业内人士对
于首批科创板基金募集规模持乐观态度。

多家公募基金
启动布局科创板

据新华社北京电 继上周五大涨后，
周一沪深两市再度大幅上涨，截至收盘，
上证综指收涨 5.60％报 2961.28点，日内连
续攻下 2800、2900 两道整数关口，创 2015
年 7 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深证成指涨近
500 点报 9134.58 点，创业板指涨 5.5％报
1536.37 点，上证 50 涨 6.28％。两市成交额
达 1.04 万亿元，刷新 2015 年 11 月以来新
高；北上资金则结束连续 18 日净流入，当
日净流出 7亿元。

WIND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上证
指数、深证成指、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分别
已经累计上涨了 18.74％、26.17％、22.27％
和 22.86％，领涨全球主要市场。在外资流入

方面，2019年以来，沪股通净流入规模已达
到 584.74 亿元，深股通净流入规模达到
528.97亿元，合计达到1113.71亿元。

国信证券认为，当前市场行情攻势已
经升级，市场已经从估值底部利率下行的
防守逻辑转向了信用扩张基本面拐点的
进攻逻辑。在当前信用拐点出现之际，后
续以上市公司盈利增速为代表的基本面
拐点可以期待，这也是决定未来市场行情
可持续性和幅度的关键因素。

不过，经历了市场短期的快速上涨以
后，一些机构投资者变得相对谨慎。瑞银
证券指出，去年底投资者对市场过于悲
观，因此市场出现反弹是合理的。但是，一

些短期风险值得关注。虽然 1 月份信贷增
速出现反弹，但可持续性仍存不确定，对
实体经济真正产生影响也需要时间。海富
通基金则表示，经历了上周五和周一连续
的暴涨之后，券商非银等权重板块，低估
值基本得以修复。市场存在消化前期快速
放量上涨的需要。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当天则表示，近期有
关场外配资的报道增多。对此，证监会密切
关注，指导有关方面依法加强对交易的全过
程监管。各证券公司要严格执行经纪业务及
融资融券客户适当性管理，加强异常交易监
控，认真做好技术系统安全防护。也希望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防范投资风险。

两市成交破万亿 证监会密切关注场外配资

据新华社上海电 经历了前期的连续
快速上攻行情后，26 日大盘小幅回调，仅
创业板指数收红。两市成交近 11000 亿元，
连续两日成交破万亿元。

当日上证综指以 2969.10 点开盘，全天
震荡盘整，最终收报 2941.52 点，较前一交
易日跌 19.77点，跌幅为 0.67％。

深证成指收报 9089.04 点，跌 45.54 点，
跌幅为 0.50％。

创 业 板 指 数 收 报 1546.99 点 ，上 涨
0.69％。中小板指数跌 0.34％至 5964.78点。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上涨品种为
1536 只，下跌品种为 2028 只，不计算 ST 个
股，两市逾 10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畜禽养殖、专业工程、
稀有金属涨幅居前，涨幅逾 3％；轻工制
造、机场、元件跌幅居前，跌幅逾 2％。

当日，沪深 B 指也以绿盘报收。上证 B
指跌 0.52％至 301.30点，深证 B指跌 0.21％
至 986.10点。

股市成交继续放量，两市成交额分别
达 4923.97 亿元和 6053.15 亿元，总成交近
11000亿元。

大盘小幅回调
连续两日成交破万亿元

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24 日结
束。双方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围绕
协议文本开展谈判，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
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其推特账户上宣布将推迟 3 月 1 日上调
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计划。

受此消息鼓舞，全球市场投资者乐观
情绪普遍提升，拉动多国股市上涨。25
日，日本东京股市、欧洲多国股市均走出
上行行情；美国纽约三大股指大幅高开，
并最终收涨，体现投资者相信市场前景有
望向好。

另外，随着市场风险偏好上升，一度作
为避险资产的黄金期货价格和美元指数
走势均现疲软。而大豆出口前景改善使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价格上涨。

英国金融服务公司 IG 投资分析师乔
舒亚·马奥尼表示，在中美经贸磋商取得
进展的消息公布后，全球市场都在上涨，
体现了市场对相关进展的欢迎程度。

俄罗斯投行全球宏观经济分析师尼

尔·麦金农用“快乐星期一”来形容全球市
场走势。麦金农说，中美经贸磋商取得进
展带动全球股市上涨，特别是美方推迟 3
月 1 日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计划，给
市场积极信号。

另外，随着市场不确定性有所减少，国
际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也有小幅上涨。

施耐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全球大宗商
品分析师罗比·弗雷泽表示，由于中美经
贸磋商取得进展，大宗商品市场可能因此
获得支撑，有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担忧，
原油及其相关产品价格或将进入上行通
道。

不少分析人士同时表示，行情受到提
振固然可喜，但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尽快就
经贸问题达成协议，给市场带来“定心丸”

“强心剂”。
纽约证券交易所资深交易员、纽交所

全球交易系统全球市场评论员马克·奥托
表示，中美经贸磋商一直在持续，表明双
边关系正朝积极方向发展。“我们希望看

到贸易磋商顺利进行并最终达成协议。”
洛根资本管理公司创始负责人斯蒂

芬·李表示，高关税威胁的消除对股票投
资者是件好事，市场现在的表现更多取决
于单个企业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
济形势，以及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
站稳脚跟。

市场人士深受鼓舞，而美国企业界更
期待中美经贸磋商取得进一步成果。

美国商会副会长迈伦·布里连特表示，
企业界期盼一份能够消除现有惩罚性关
税的综合协议。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马修·谢伊在一封公开信中称，中美
最新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进展，期待两国
达成协议，完善双边贸易关系。

美国前贸易代表、休斯国际咨询公司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卡拉·休斯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
济体，希望双方能够弥合分歧，达成建设
性协议，取得双赢。 （据新华社电）

中美经贸磋商进展提振全球股市
各方期待积极成果

2 月 26 日 ，在 上 海 市
金山区一家证券公司，股
民 在 关 注 股 票 行 情 。 当
日，大盘小幅回调，两市成
交近11000 亿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