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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联合
发布数据，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PMI）为50.2％，比上
月回落0.6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析，10 月
份，受“十一”长假和外部环境复

杂多变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供需
出现一些波动，制造业 PMI 环比
回落，但仍位于扩张区间，制造业
总体继续保持增长，增速放缓。

10 月份，制造业基本面总体
平稳。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13个
行业的PMI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农
副食品加工、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
纺织服装服饰、医药等制造业PMI
均位于53％以上较高运行水平。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10 月份，高新技术产业 PMI 为
51.6％，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 1.4

个百分点；前10个月均值水平高
于制造业整体2.3个百分点。

企业对未来三个月生产经营
预期基本稳定。生产经营活动预
期指数为56.4％，与上月持平。在
调查的21个行业大类中，除纺织
业外，均高于临界点。

但与此同时，供需稳中有缓。
数据显示，生产指数比上月回落
1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比上月
回落 1.2 个百分点，其中反映外
部需求变化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6.9％，低于上月1.1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也反映出，主要原材料
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差值扩
大到6个百分点，制造业原材料采购
价格涨幅继续超过产品出厂价格，影
响了部分企业的效益增长。

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
行在保持稳中有进态势的同时，也
面临稳中有缓、稳中有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
立 群 说 ，继 9 月 份 以 后 ，10 月 份
PMI 指数继续回落，表明短期经济
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中国经济基
本面已经明显改善，稳增长、稳预期

的政策力度较大，完全有能力化解
短期下行压力，不断加强经济稳中
向好的发展态势。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分析，
PMI 近 2 个月回落幅度有所扩大，
同时从业人员指数连续 2 个月降
低，显示就业压力有所加大，这些问
题值得关注。尽管数据回落，但制造
业 PMI 已经连续 27 个月位于 50％
以上，高新技术行业快速成长，经济
结构调整加快。随着政策力度进一
步加大，将有助于稳预期、增活力，
推动经济平稳运行。 据新华社

如何看待 PMI 数据回落？

受今年“资管新规”落地的影
响，在券商资管“去通道”背景下，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新成立数量、
规模一直处于下滑趋势。10 月份
以来，券商共发行理财产品 230
只，较 9 月份环比下降 31.55%，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73.13%。

同时，券商10月发行规模创
出八年来新低，仅为 4.54 亿份，
环比下降92.91%。

从产品收益来看，有数据可查
的3615只券商集合理财产品近一
个月以来平均收益率为-1.33%，
持续跑赢同期大盘。其中，有14只
产品收益率超过 10%，3 只产品
收益率超过 80%，均来自银河金
汇证券。

发行规模创八年新低，
股票型“零”发行

据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统
计显示，截至10月29日，券商10
月份共发行理财产品 230 只(分
级产品分开统计，下同)，环比下
降31.55%，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73.13%，创四年来新低；发行份
额 4.54 亿份，环比下降 92.91%，
同比下降96.77%。

在发行产品类型上，券商新
发行的产品仍然主要集中于收益
稳定的债券型产品，股票型产品
再度“零”发行。

受债市回暖的影响，债券型产
品 10 月份发行 177 只产品，发行
份额为3.69亿份，占所有产品发行
份额的八成；混合型产品紧随其
后，发行 25 只产品，发行速度趋
缓；投资收益较为稳定的货币型产
品发行22只，另类投资型产品也
不及去年的迅猛势头，共发行产品
6只，发行份额0.85亿份。

在产品发行数量上，东海证
券厚积薄发，共发行 41 只产品，
且全部为债券型产品；其次为方
正证券，共发行 28 只产品；长江
资管排名第三位，共发行25只产
品，也均为债券型产品。而在成立
规模上，规模仅为 4.54 亿份，环
比下降92.91%，均属于小规模产
品，发行规模创出八年来新低。

总体收益“跑超”大盘，
债券型产品持续平稳

在产品收益率方面，记者根据
近一个月以来的统计数据发现，有
数据可查的3615只券商集合理财
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1.33%。

具体来看，10 月份券商理财
产品收益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有

3399 只产品收益率跑赢同期大
盘；有14只产品收益率超过10%，
3只产品收益率超过80%。收益榜
前三甲均被银河金汇证券旗下产品
包揽。此外，有1590只产品在近一
个月以来取得正收益，又有176只
产品收益率超过-10%，最为惨淡的
产品的收益率竟达到-97.21%，其
出自于混合型产品。

至此，可以看出，近一个月以
来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收益两极分
化明显。值得一提的是，债券型产
品收益率较为平稳，QDII 型产
品、股票型产品受行情拖累，表现
不尽如人意。

分类型来看，近一个月以来，债
券型产品有数据可查的 1145 只产
品平均收益率为-0.05%。其中，“华
安理财合赢 5 号(B 类)”收益率最
高，为18.82%。此外，债券型产品总
体收益最为平稳，收益垫底的产品
近一个月收益率也仅为-18.46%。

有数据可查的194只股票型产品
的平均收益率为-6.71%，受A股市场
跌宕起伏的影响，在几大类中业绩垫
底。仅有1只产品收益率超过10%，其
出自华泰资管，为“华泰-歌尔家园1号
次级”收益率最高，达20.04%。

混合型产品表现平平，有数据
可查的 1648 只产品的平均收益率

为-2.01%。
另类投资产品中，FOF 型产品

近一个月以来表现不佳，有数据可查
的64只产品平均收益率为-2.38%。
QDII型产品则受到全球股市震荡的
拖累，有数据可查的 12 只产品平均
收益率为-6.56%。并且，没有任何
一只产品录得正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收益榜前
三名的产品均来自银河金汇证券旗
下，并且都属于其他型产品。其中，

“银河稳盈 10 号次级”“银河稳盈 9
号次级”“银河稳盈 8 号次级”近一
个 月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88.43% 、
88.43%和87.87%。

对于“资管新规”落地后，券商
资管未来的发展，东兴证券表示，在
摒弃通道业务的历史背景下，回归
主动管理将成为券商资管行业下一
个“长周期”的发展阶段：由个人和
企业客户驱动的资金端增量、由
ABS 业务驱动的资产端投行化、由
FOF 驱动的产品端发展潜力将会
成为券商资管的长期看点、券商资
管行业集中度上升有限，为中小型
券商推行的精品资管战略提供了可
能性。 摘自《证券日报》

创八年新低

10月份：

券商集合理财新发规模不足5亿份
财经 观察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4 月到 8 月，加
拿大对中国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23％。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在世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
加拿大最近一年来积极寻求对外贸易多元化，大力推动对中国
出口。今年4月以来，加拿大对中国出口增速明显快于对其第
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出口的增速，尤其是农产品和海产品对华出
口量飙升，其中，8月对华精制菜籽油出口额同比增长930％，
无骨牛肉出口额同比增长220％，龙虾出口额同比增长87％。

报道称，加拿大一些产品原来主要出口到美国，但由于今
年以来美国不断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对贸易伙伴挑起贸易摩
擦，这些加拿大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转向中国。

近年来，中加贸易持续增长。2017年双边贸易额达727.7
亿美元。2018 年前 8 个月为 498.7 亿美元，其中，中国从加拿
大进口上升8.6％，达126.5亿美元。

加拿大商界普遍认为，中加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广阔，经济
互补性强，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加中贸易理事会总裁尚茨近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加拿大都必
须考虑如何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合作。 据新华社

加拿大对中国出口大幅增长

第四季“体彩爱行走”活动目
前正在热力进行，截止到 10 月
31 日下午 15:00，已有 10297 人
次参与，累计募集公益步数 5735
万余步，江苏体彩匹配捐赠的“体
彩爱心基金”已达 28677.1 元。
了解以下知识点，本次爱行走活
动的要点就能轻松get。

怎么配捐？
今年的爱行走活动首次引入

配捐概念。活动期间，参与者可

以通过分享捐步海报，邀请微信
好友参与活动。如成功邀请好友
参与捐步，该好友每日捐赠数据
的 1%将作为奖励计入邀请者每
日捐步成绩。加上这部分奖励的
捐步数据后，个人单日步捐数可
超过 3 万步的步捐上限，并计入
周奖成绩排名。

举例来说，如果您单日步捐
3万步，有1位朋友通过您分享的
海报参与活动，他捐了 6000 步，
那 您 当 日 的 最 终 步 捐 数 就 是
30060 步。配捐步数可以累积，
受邀参与的朋友越多，您获得的
奖励步数也将越多。

T恤怎么抽？
本次活动奖品丰厚，日奖奖品

包括爆款 T 恤衫以及 MLB 棒球
帽、小米电水壶、小米夜灯和体彩5
元代金券。每天成功参与步捐的
用户，当日均可获得 1 次抽奖机
会。目前，各款奖品已经陆续送
出。在此提醒各位参与者，完成捐
步之后一定记得参与当日抽奖。

此外，周奖也是亮点多多：一
是奖品数量多，每周都将送出

500 份；二是奖品新潮，有手机
壳、T 恤衫、帆布包等可供选择，
获奖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
奖品。

体彩代金券怎么用？
本次活动送出的代金券为满

减券，将直接以电子抵用券（二维
码）形式派发至获奖用户的微信
账号。代金券仅能在江苏省内体
彩网点用于购买体育彩票，单票
满 10 元方可使用。代金券不记
名、不挂失，不找零，不兑现，须一
次性使用，不可分批，使用有效期
至 2018 年 11 月 16 日 20:00，逾
期则视为自动放弃。

参与爱行走，不但能强身健
体、奉献爱心，也是为自己的好运
加分。欢迎更多爱心人士加入。

参加体彩爱行走，这些知识点你get了吗？

任晓静
周 四 004 比 甲 瓦

雷赫姆 VS 标准列日
点评：12 轮过后，瓦雷

赫姆目前只拿到 1 胜 3 平 8
负，排名垫底。标准列日近
来则一路保持不败，不过该
队做客的表现稍稍不及主
场。结合本场奖金，客胜有
阻。首选建议让球胜。

周 四 007 瑞 超 厄
斯特松 VS 索尔纳

点评：厄斯特松在经历
连胜后近来遭遇连败，且两场
比赛丢了6球。就本场奖金而
言，表现更稳定的索尔纳还是
被高看一线。首选建议客胜。

荆奇
周 四 006 瑞 超 马

尔默VS厄勒布鲁
点评：厄勒布鲁当前无

欲无求，马尔默还有冲击欧
战区的机会，主队让球力度
非常充足，不过此前交锋马
尔默鲜有大胜，让球平需要
特别防范。

周 四 007 瑞 超 厄
斯特松VS索尔纳

点评：主队两连败，索尔
纳三轮不胜，双方状态都在
下滑，交锋历史索尔纳无败
绩优势还是相当明显，不妨
继续看好其客场至少不败。

10 月 11 日，体彩 7 位数 18158 期开奖，常州 04161 体彩
网点中出当期 500 万大奖。该网点早早挂起醒目的中奖横
幅。有趣的是中奖者姚女士每次路过都浑然不知，直到十余
天后再次登门买彩才知道自己中奖。

据悉，姚女士“彩龄”不长，也就三四年时间，特别爱玩体
彩的7位数，由于平常做生意比较忙，所以喜欢多期投注。10
月8日，在这个非常“吉利”的日子里，姚女士赶早来到04161
体彩网点选择了8期随机5注7位数号码的多期投注，期号从
18157期开始一直到18165期。

谁知没过几天，姚女士所买的第4注号码“8297276”即命中
7位数18158期500万大奖。该网点随即拉横幅放鞭炮，好不喜
气洋洋。姚女士每次路过该网点都忍不住瞄上两眼，但压根就没
有拿出彩票对一下，因为她不太相信自己能中大奖。到了10月
22日，姚女士多期投注的这几注彩号均已开过奖，她又像往常一
样来到04161体彩网点，准备换号码投注。当她把前几期的彩号
拿出一对，这才知道自己中了7位数18158期500万大奖。姚女
士再也按捺不住，当即喊上老公，火速赶往南京领奖。

“当时真的太高兴了，实在是想不到，原来那个中奖横幅
就是为我挂的。”已经身处江苏体彩兑奖大厅的姚女士喜滋滋
地对工作人员说道。至于这笔奖金如何使用，姚女士坦言自
己过得还不错，家里啥也不缺，奖金就暂时存着，以后还是开
开心心地玩玩彩票。 苏彩

常州女彩友“吉祥期号”中体彩500万

本报讯 10 月 28 日，第六
届常州市企业家乒乓球比赛在
常州市兰陵小学体育馆落下帷
幕，来自我市的近 70 家选手参
加比赛。

本届赛事由常州市乒乓球协
会、常州市企业家协会主办，江南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家
冠名，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伟业集团、江苏健养汇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协办。

比赛设置了男子青年组、男
子中年组、女子组，全部采用单打
比赛。经过一天近200场紧张激
烈的小组预赛和第二阶段淘汰
赛，金坛区盛邦乒乓球俱乐部总
经理陈新获得男子青年组冠军；
常州市皖南南华电机有限公司总
经理梅齐明夺取男子中年组冠
军；武进区玉萍服饰商场总经理
白玉萍获得女子组单打冠军。

据悉，“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杯”第六届常州市企业家乒乓球
比赛已连续举办六年，继“常州

市业余乒乓球俱乐部联赛、常州
市女子乒乓球锦标赛”后，它已
成为常州市群众性乒乓球三大

品牌赛事之一，在全省享有很大的
知名度，为推动常州市全民健身运
动深入开展和企业文化健康发展

搭建了一个团结、友谊、健康、快乐
的横向交流平台，深受广大体育爱
好者的欢迎。 （翟春雨）

常州市第六届企业家乒乓球比赛落幕

美职篮新赛季已经开打接近两周，各支球队已经悉数亮
相。新赛季前两周，诸多强队例如火箭、奇才、凯尔特人表现
出或慢热或起伏的情况，但不乏精彩。纵观全联盟，在小球球
风盛行数年之后，美职篮又将刮起一阵崇尚进攻的热潮，各队
间的互飙逐渐成为常态，大比分也更加频繁的出现。

截止到10月29日，美职篮常规赛共进行了82场比赛，仅
有22场比赛中对阵双方有得分未能过百的情况，且在10月19
日和24日，所有比赛的得分全部过百。和往年相比，现在单场
拿下110分只能算是一般得分，120分可能无法拿下胜利，130
分不足为奇，140分也不是不可能。在整体阵容偏小化后，随
之就带来了节奏的变化，快打旋风式的风格使得比赛中的回合
数不断增加，加之现阶段对于球员投射能力要求在日益的提
升，各队的投篮命中率、进攻效率都有提升，再加上防守意识的
淡化就造成了现在进攻主导，高比分不断的情况。

令人比较意外的是进攻狂潮的引领者不是火箭，也不是勇
士，而是鹈鹕、猛龙、雄鹿等队。新奥尔良鹈鹕新赛季的表现属
实让人眼前一亮，前三场比赛他们场均可以轰下132分，冠绝
全联盟。米罗蒂奇、“浓眉哥”戴维斯和兰德尔的组合在这三场
比赛势不可挡，良好状态能延续多久还有待观察，但现阶段需
重点关注。除此之外，猛龙队和雄鹿队的前六场比赛最低得分
也分别达到了112分和113分，在竞猜大小分时需要留意。

就开赛前两周的情况来讲，高比分比赛主导的形势已经
成形，并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当购彩者进行投注时尤其需要
注意的是几支靠进攻吃饭的球队，例如公牛、黄蜂、独行侠等
队，他们更注重进攻防守相对较差，极易出现和对手对攻的情
况，进而出现高比分。当进行到赛季中期各支球队状态渐入
佳境之时防守也许才会被人们所重视，届时购彩需要谨慎选
择和分析，大比分的比赛数量应该会有所减少。

美职篮攻略：攻势篮球下高比分盛行

10 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沪深两市股指小幅高开，随后沪
指盘中重返2600点上方，深成指及创指盘中一度涨超2%。临
近尾盘，三大股指经过短暂整理后再度小幅拉升，两市成交量明
显放大，沪市成交1549亿元，深市成交1600亿元。截至收盘，
沪指报2602.78点，涨1.35%，深成指报7482.83点，涨1.46%。

稀土、白酒、水泥、医疗器械居板块涨幅榜前列，券商、高
送转、银行、汽车居板块跌幅榜前列。

10 月收官，创业板、深成指月线七连阴。沪指 10 月跌
7.75%；深成指月跌10.93%；创业板月跌幅9.62%。本报综合

沪指放量上攻
重返2600点

上证综指 2602.78 +34.73 +1.35%
深证成指 7482.83 +107.60 +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