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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科达股份

南都物业

长城军工

芯能科技

好当家

春秋电子

名称
N捷佳

华明装备

富瑞特装

高升控股

珠海中富

金财互联

收盘价
6.12

26.80

7.03

23.95

2.64

17.28

收盘价
20.39

4.79

5.57

4.26

2.52

7.89

涨幅（%）
10.07

10.02

10.02

10.01

10.00

9.99

涨幅（%）
44.00

10.11

10.08

10.08

10.04

10.04

名称
六国化工

金牛化工

安琪酵母

华能国际

华电国际

人民同泰

名称
新疆浩源

海波重科

南华生物

当代东方

精功科技

康达新材

收盘价
4.63

5.57

29.53

6.94

3.92

8.04

收盘价
11.25

17.94

14.35

8.78

7.70

15.99

跌幅（%）
-9.75

-8.39

-7.43

-6.59

-6.44

-5.85

跌幅（%）
-10.00

-9.98

-9.97

-9.95

-7.56

-7.41

名称
工商银行

包钢股份

农业银行

洛阳钼业

保利地产

中国建筑

名称
京东方Ａ

中兴通讯

万 科Ａ

拓维信息

罗 牛 山

东方财富

收盘价
5.50

1.65

3.61

5.01

11.70

5.80

收盘价
3.61

14.50

23.18

5.02

12.89

12.95

成交额（万）
85899

24406

50926

63766

144225

66279

成交额（万）
130209

323253

282009

54125

126862

118853

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盐湖股份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正平股份

青海华鼎

收 盘 价
6.43

6.46

13.35

8.15

7.38

5.19

7.43

9.15

4.98

涨跌幅（%）
+0.31

-0.15

+1.06

-0.24

+2.50

-2.08

0.00

-3.17

-0.20

成交量（手）
21768

164965

21228

119854

61583

382506

18844

140543

7790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
昨日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华夏、南方、富国等基金公司官网上均
已开通养老基金业务页面，但是该款投资
新产品尚未开始发售。具体何时开始销
售、将在哪里销售，上述基金公司客服人员
均表示尚未确定，并建议投资者近期关注
基金发售公告。

首批14只养老目标基金一获批即引发
市场关注。记者了解到，华夏、南方、富国等
基金公司官网上均已开通养老基金业务页
面，但是该款投资新产品尚未开始发售。具
体到何时开始销售、将在哪里销售，上述基
金公司客服人员均表示，尚未确定，并建议
投资者近期关注基金发售公告。据了解，监
管机构对首批养老目标基金的宣传和销售
方面要求严格，必须说明不保本、不保收
益。如有违规现象，会被直接叫停发售。

调查：养老基金尚未开售
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网，“富国

鑫旺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FOF基金，正式获批”三行醒目大字就挂在
主页上方，下面还配有风险提示：“养老”的
名称不代表收益保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
益承诺，产品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基金
投资需谨慎。

华夏基金官网上，“华夏养老”分页已
经开通。点击图标进入，可以看到养老基
金介绍，但是进一步点击进入“华夏养老基
金专栏”，内容显示为0。北青报记者以投
资人的身份咨询华夏基金客服人员，养老
基金何时开始发售、发售地点都有哪些
等。对此客服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公告，

“您可以近期关注我司官网基金发售公告，
一切信息以公告为准。”

8月6日，首批养老目标基金获批，南
方、华夏等14家公司拿到首批养老目标基
金批文。尽管前期上报过程中，部分公司
申请了多只产品，但目前各家公司均只有
一只产品获批。

追访：养老基金缘何迟迟没开始销售
对于投资者关注的新型理财产品，基金

公司缘何迟迟没有发售？甚至连发售时间
表也不能确定？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这是
因为养老基金发售涉及银行网银、柜台、手
机银行等多方面系统改造，比较复杂。

据了解，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养老
基金目标指引的要求，养老基金销售时需
单独签订风险提示函。监管方面明确要求
基金公司，针对养老目标基金编写专门的
风险揭示书；还要求投资人以书面或电子
形式确认其确实了解产品特征。同时，全
渠道如何“适配”及实现 14 家公司不同版
本的风险揭示书的签订，目前也在摸索
中。在销售渠道方面，线下柜台销售时，代
销渠道需要客户手签；网银、手机App等线
上销售时，需要客户勾选知悉风险或者进
行电子签名确认。

关注：养老基金不得宣传保本
据了解，为了保证基金规范发售，监管

机构对首批养老目标基金的宣传和销售方
面提出了多方面要求。有基金公司人士透
露，所有的宣传及销售工作需要满足监管
的几条底线：不能预测基金业绩、不得进行
有奖销售和夸大宣传，特别是养老目标基
金必须说明不保本和不保收益。如有违规
现象，会被直接叫停发售。

业内人士强调，作为一种特殊目的基
金，养老目标基金的销售需要匹配更严格
的投资者适当性。在养老目标基金营销推
介过程中，应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使投资

者充分了解基金投资策略、权益类资产配
置比例、基金风险特征和费率等，一定要将
合适的产品传递给合适的投资者，并且引
导投资者正确对待这一产品的风险收益特
性。

热点：养老基金与普通基金有何不同
作为公募投资市场的一个新品种，养

老目标基金与普通基金相比有何不同？据
基金从业人士介绍，养老目标基金的主要
特点包括：一是采用成熟的资产配置策略，
控制基金下行风险，追求基金长期稳健增
值。二是在发展初期主要采用FOF，即基
金中的基金，是以基金为投资标的，试图通
过专业机构对基金进行筛选，帮助投资者
优化基金投资效果。在形式运作上，通过
在大类资产和基金经理两个层面分散风
险，力求稳健。

有基金经济学家认为，养老目标基金
采用FOF形式，主要是考虑到养老基金的
目的是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要尽量保证
本金的安全，FOF作为分散投资的品种与
养老目标基金契合。据介绍，FOF充当“基
金买手”的角色，它投资基金，而基金本身
是分散风险的品种。养老目标基金是有特
定目的的基金品种，要实现养老金的保值
增值，采用FOF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首批养老目标
基金产品包括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三
年持有期混合型FOF、南方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FOF、博时颐泽稳
健养老目标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FOF、
易方达汇诚养老目标日期 2043 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FOF等14只产品。

上述产品中的2035、2040等数字指的
是投资者预期的退休时间。

投资提示：目标日期基金有9只
专家建议，第一，投资者评估自己的退

休日期。首批养老目标基金14只中，目标
日期基金最多有9只。只要算好自己退休
的大概时间就行了，选择一个产品名字里
有对应日期的即可。

据介绍，目标日期基金初期是以一个
股票仓位，权益型的基金比较高的，偏股型
的FOF基金。随着退休日期的临近，过渡
到平衡型的基金，再到相对稳健的偏债型
的基金，符合整个人的生命周期。

第二，评估自己的投资偏好，选择与自
己投资偏好相匹配的产品。例如，投资者
如果对市场时机、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变
动不太了解，没有时间精力管理投资和维
护，建议选择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的目标
日期基金；如果清楚自己的风险偏好，又专
业性比较强，可以选择目标风险基金，选择
与自身风险特征相匹配的产品。

第三，评估基金公司养老金的实力。
除了养老目标基金这类公募产品，一家基
金公司的养老金业务包括社保、基本养老、
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这些业务的委托
人、投资人是谁？全国社保、大型企业、机
关事业单位，众所周知，这些机构的要求非
常严格，能达到他们要求的公司一定是长
期业绩非常稳定出色的。

第四，三年封闭优于一年和五年封
闭。据了解，首批获批的14只养老目标基
金有目标日期、目标风险两类，封闭期一
年、三年、五年都有，各具特色。其中三年
期封闭期的产品最多。历史数据显示，三
年期的收益率明显高于一年期和五年期的
收益率。 据《北京青年报》

14只养老目标基金该怎么选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记者高亢）记者10日从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获悉，1 至 7 月
我国汽车产销量继续保持小
幅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50.4 万辆和 49.6 万
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85%
和 97.1%，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同比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
1 至 7 月，我国纯电动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38.2 万辆和 37.3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71%和 82.4%；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 万
辆和 12.3 万辆，比上年同期
分别增长148.9%和160.9%。

1至7月，我国汽车产销
1610.03 万 辆 和 1595.47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3.52% 和
4.33% ， 与 上 年 同 期 相 比 ，
产 量 增 速 回 落 1.13 个 百 分
点，销量增速提升 0.23 个百
分点。

据了解，1至7月，中国
品牌汽车销量排名前10家企
业为上汽、长安、吉利、东
风、北汽、长城、奇瑞、一
汽、广汽和江淮。与上年同
期相比，长安、东风、北
汽、长城和江淮销量呈小幅
下降，其他 5 家企业保持增
长，其中吉利和上汽增速居
前。1 至 7 月，该 10 家企业
共销售 669.28 万辆，占中国
品牌汽车销售总量的81.33%。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记者 高伟）8月10日《经济参
考报》刊发题为《32 家房企前
7 月销售额同比上涨 37%》的
报道。文章称，2018年以来房
地产调控力度不减，下半年以
来，多个城市调控进一步加
码。不过，中原地产研究中心
9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调控重压下，标杆房企销售业
绩依然明显增长。

该机构的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合计32家房企公布了前7月
销售业绩，销售金额累计达到
25373亿元，同比涨幅高达37%。

从数据来看，大部分企业
7月单月以及前7月的累计业
绩均实现了正增长。8日，远
洋集团公告称，7月单月远洋
实现协议销售额约为 55.2 亿
元，比去年同期上升41%；1至

7月，累积协议销售额已达到
约506.3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47%。此外，龙湖集团7月单月
实现签约额172.4亿元，同比增
长65.8%。1至7月累计签约额
1143.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虽然调控政策持续收
紧，资金面压力增加，但房地
产企业特别是龙头房企的销
售额依然处于高位。”中原地
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相
比前 6 月房企累计业绩同比
上涨 35.4%，7 月这 32 家房企
销售额继续同比上涨，且有加
速趋势。“单独从 7 月数据来
看，上述 32 家房企单月销售
额 3328 亿元，比 2017 年同期
上涨了46.3%。整体来看，1至
7月标杆房企完成年度销售任
务比例达到55%”。

张大伟介绍说，7月单月，

全国房地产市场调控密集程
度空前，据不完全统计，累计
有60多个城市发布了超过70
次各类型房地产调控政策，1
至7月累计调控次数超过260
次。“不论是7月单月，还是前
7月，房地产市场调控次数都
刷新了历史纪录”。

“虽然一二线城市调控效
果明显，但从全国房地产数据
看，在去库存显效之后，大部
分标杆房企上半年都在积极
拿地。”张大伟表示，“从全国
数据看，一二线城市调控压力
较大，但三四线城市土地市场
成交额普遍高企。在这种大
趋势下，大量中型标杆房企成
为土地市场拿地的主流企
业”。他认为，从未来趋势来
看，2018年大部分房地产企业
将会刷新历史销售纪录。

新华社上海8月10日电
（记者潘清）本周最后一个交
易日，A股延续升势。上证综
指盘中 2800 点得而复失，尾
盘录得微弱涨幅。深市三大
股指全线收红，但上涨力度明
显弱于前一交易日。

当日上证综指以 2791.40
点小幅低开，早盘冲高回落，
午后震荡上行。盘中沪指一
度重返2800 点上方但未能站
稳，尾盘收报2795.31点，较前
一交易日微涨0.93点，涨幅仅
为0.03%。

深市涨幅相对强于沪市，
但弱于前一交易日。深证成
指 收 报 8813.49 点 ，涨 61.29

点，涨幅为0.70%。
创 业 板 指 数 收 盘 报

1511.71点，涨幅为0.94%。中
小板指数涨0.78%，以6083.43
点报收。

沪深两市维持涨多跌少
格局，但告跌品种总数增至
1000多只。不计算ST个股和
未股改股，两市 30 多只个股
涨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
收涨。葡萄酒、农业、牧渔、医
疗保健、航天国防等板块表现
相对较强。电力、煤炭、银行、
钢铁、贵金属等板
块逆势收跌，且多
为大盘股较为集

中的板块。
沪深 B 指涨跌互现。上

证 B 指涨 0.26%至 289.31 点，
深证 B 指跌 0.14%至 1027.30
点。

尽管股指收涨，沪深两市
未能继续放量，分别成交1231
亿元和 1651 亿元，总量降至
2900亿元以下的“地量”水平。

刚刚结束的本周交易中，
A 股总体震荡走升。上证综
指当周累计上涨 2%，深证成
指周涨幅达到2.46%。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高速增长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高速增长

3232家房企前家房企前77月销售额同比上涨月销售额同比上涨3737%%

AA股延续升势成交萎缩股延续升势成交萎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