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财经 姻2018年 12月 5日 星期三
姻责编院陈盛昌 校对院温云高

野三连涨冶之后袁国内机票燃油
附加费迎来下跌遥 12 月 2 日至 4
日袁东航尧南航尧海航尧大新华航空尧
首都航空尧祥鹏航空尧国航等多家
航空公司先后对外宣布院 自 12月
5日(出票日期)起袁800公里以上航
段每位旅客收取 30 元燃油附加
费袁800 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
客收取 10元燃油附加费遥

12月 5日以前销售的国内客
票袁 如变更至 2018 年 12 月 5 日
(含)以后袁不再按照新标准退还燃
油附加费遥

此外袁 在婴儿继续免收的同
时袁多数航空公司对儿童尧革命伤
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还
实行减半收取甚至免收的政策遥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民航局的
相关规定 袁 国内航空公司曾于
2015年 2月停止收取国内航线燃
油附加费遥 随着油价的上涨袁在此

前半年内袁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
经连续上调三次遥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民航局发
布的叶关于调整民航国内航线旅客
运输燃油附加与航空煤油价格联
动机制基础油价的通知曳 规定袁当
国内航空煤油综合采购成本超过
每吨 5000元时袁 航空运输企业方
可按照联动机制规定收取燃油附
加费遥 2018年 6月袁因航空煤油出
厂价达到 5389元/吨袁超过燃油附
加费起征点袁多家航司宣布国内航
线燃油附加费恢复征收袁每位成人
收取 10元遥 10月份袁国内航线燃
油附加费再度上涨袁国内航线 800
公里 (含) 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
20元袁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
收取 30元遥 11月份袁随着航空煤
油出厂价再涨袁国内航线 800公里
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 50
元/人遥

数据显示袁12月份袁国内航空
煤油的出厂价从 11 月份的 6218
元/吨下降至每吨 5711元遥航空煤
油价格和原油价格也直接挂钩袁数
据显示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从 10月
份的 86.74美元/桶已下跌至 12月
3 日的 61.90 美元 /桶 袁 跌幅近
30%遥 燃油附加费随之进行调整遥

燃油成本是航司运营的第一
大成本袁此前油价上涨对航司利润
也产生了冲击遥 根据民航局规定袁
受航油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上涨
开支中袁航空公司自行消化比例不
少于 20%遥 这也意味着袁即便征收
燃油附加费袁也无法完全覆盖航企
增加的成本遥 国航尧南航和东航在
2018年上半年的航油成本支出增
幅都在 25%以上袁导致净利润大幅
缩水遥 12月袁国内航空煤油出厂价
下降袁预计将对航司第四季度的收
益有所提振遥 章源

野庚申猴冶跌破万元大关
在 11月份邮市中袁 最令人关

注的是价格一直坚挺的 野庚申猴冶
邮票竟然跌破万元大关袁让众多投
资者倍感凉意袁市场的低迷颓势由
此可见一斑遥野庚申猴冶邮票的突然
下跌袁明显受到了货源集中沽出的
影响遥 其实袁临近年底出现这种现
象并不奇怪袁毕竟每年四季度邮市
都会遭遇批量抛压的冲击袁但野庚
申猴冶邮票价格大幅下跌袁却令许
多投资者始料未及遥

不过袁 看一下近年来邮市状
况袁当大量邮票乏人问津时袁唯有
野金猴冶美誉的野庚申猴冶可担当兑
现大资金的重任遥 事实上袁这种现
象在 2011 年秋季也曾出现过袁当
时袁同样因受到抛压的打压袁野庚申
猴冶邮票价格从 13000元附近跌至
8500元袁 直到 2013年春季才重新
升至 12000元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当
时邮市也同样处于极度低迷状态袁
野庚申猴冶 邮票不幸成为抛售兑现
的首选目标遥

邮市底部近在咫尺钥
从近期市场表现看袁野庚申猴冶

邮票自 10 月上旬就显露出疲态袁
到了 11 月初袁 市价更是下泻到
9000元附近袁 好在一些市场投资
者在此价位吸纳还算积极袁 因此袁
至 11 月末再度回升到 9500 元左
右袁但万元整数关的丢失袁依然让
市场投资者感到沮丧袁由此造成了
大量 JT票的成交萎缩袁 而第一轮
生肖票则全线回调遥本来市场上活
跃的第一轮生肖邮票买盘袁也因此
消失得无影无踪遥

野金猴冶失色对投资者的信心
打击是有目共睹的遥但如从另外一
个视角分析袁野庚申猴冶 邮票的下
跌袁同样暗示着邮市已到了调整的

极限袁或许底部近在咫尺遥实际上袁
野庚申猴冶邮票作为邮市的风向标袁
往往会表现出许多特征袁其中之一
就是突然大幅下跌后袁一旦止跌回
稳且缓步修复袁那么袁这常常是市
场底部凸显的重要标志之一袁如此
现象在 1994年尧2003年和 2012年
都曾出现过袁随后几年邮市都迎来
波段性的上扬行情袁 其中 1996年
至 1997年是超级大行情袁 而 2005
年和 2015年则是阶段性中级修复
行情遥 此次野庚申猴冶邮票下跌后袁
市场会否演绎上扬走势袁投资者不
妨拭目以待遥 11月新邮表现欠佳
11月份发行的新邮不多袁 但表现
仍然欠佳遥其中袁野进博会冶和野冬奥
运(1)冶套票均跌破面值袁市价分别
在 1元和 1.8元盘桓袁折扣率分别
是 16.7%和 62.5%曰而野进博会冶和
野冬奥运(1)冶小版张的表现则大相
径庭袁其中袁野进博会冶小版张价格
为 21.5元袁 涨幅达 124%袁 走势颇
强曰而野冬奥运 (1)冶小版张却只有
7.5元袁跌破 9.6元面值袁折扣率为
21.9%袁走势偏弱遥

值得留意的是袁10月 30日发
行的野港珠澳大桥冶套票出现了近
年来少见的低开高走现象袁 尤其
伴随着买盘的吸纳袁 价格节节攀
升袁11 月末市价已升至 4.5 元附
近袁高于 4.2 元面值袁且在过去一
个月内市价出现翻番袁 成为近三
年来颇为少见的由弱变强套票遥
相对而言袁10 月份发行的其他新
邮继续走低袁像野国际老年人日冶
和野广西成立 60 年冶套票分别下
沉至 0.6元和 1.1 元袁折扣率进一
步放大遥

小型张仍野跌跌不休冶
今年发行的小型 (全 )张表现

较弱袁如野红楼梦(3)冶和野屈原冶小

型张分别跌至 4.8 元和 2.9 元 曰
野长江经济带冶和野四景图冶小全张
则分别滑落至 3.2元和 6元袁全部
低于售价遥 前两年发行的小型张
和小全张的表现同样糟糕 袁如
2018年发行的野中国恐龙冶尧野建军
90年冶尧野张謇冶尧野十九大冶和野中国
高铁冶 小型张分别回调到 2.5元尧
3.7元尧2.7元尧3.7元和 3.5元曰野京
津冀协同发展冶和野第 13 届全运
会冶小全张则分别下挫至 2.7元和
1.6元遥

2016年发行的野高逸图冶尧野红
楼梦(2)冶尧野玄奘冶和野南宁亚展冶小
型张也分别下滑到 4.3 元尧4.5元尧
3.3 元和 2.4 元曰野上海迪士尼冶和
野海上丝绸之路冶 小全张分别下沉
至 2.5元和 4.4元遥 此外袁野南宁亚
展冶和野中国高铁冶双连小型张分别
在 12元和 15.5元徘徊袁并且均跌
破 20元的售价遥

基金投资有很多操作环
节遥每一个操作环节袁都有其存
在的必要性和需要注意的操作
野盲点冶遥 如果不回避这些操作
野硬伤冶袁 很难保证基金投资一
帆风顺遥

认购环节遥认购投资基金袁
常常发生在新基金购买者身
上遥 新基金有诸多的市场创新
点袁 但这些创新点既是机会也
是风险遥 如果投资者不进行认
真的理财评估袁 分析自身的抗
风险能力袁 而是跟风参与新基
金购买袁 则会极大增强投资风
险遥

转换环节遥 基金转换是基
金投资者利用基金管理人提供
的基金转换功能袁 在牛市行情
下袁由低风险的货币市场基金尧
债券型基金转换成股票型基
金曰或者震荡市行情下袁由股票
型基金转换成货币市场基金的
行为遥从转换的顺序看袁基金转
换主要是针对不同证券市场环
境和基金业绩表现进行的风险
规避措施遥 基金转换可以认为
是一种再投资行为袁但这种再投资不是增加
新的投资品种以及开展新的投资活动袁而是
在对风险控制的基础上袁对现有基金资源的
再利用遥 投资者在日常的基金投资活动中袁
要善于运用这种基金转换风险的做法袁避免
在基金投资中随意赎回基金产品袁造成投资
机会丧失遥

赎回环节遥基金赎回是完成基金投资过
程的重要步骤遥 基金作为一种长期投资尧价
值投资尧分散投资和理性投资工具袁投资者
要慎重运用基金赎回袁 因为一旦操作实施袁
浮盈就会变成止盈袁浮亏就会变成实亏遥 如
果将基金赎回当作一种常态操作手法袁则会
形成一种基金投资陋习遥 此外袁投资者理解
基金赎回袁一定要立足于整个理财目标和计
划袁避免对基金赎回产生狭隘尧错误的观点遥

持有环节遥基金产品净值增长是一个缓
慢长期的过程袁 更是收益稳健增长的过程遥
基金管理人不主张基金产品净值大起大落袁
更不愿意看到基金投资者频繁进行基金产
品申购赎回袁 从而影响基金规模和仓位稳
定袁因此袁基金投资应当降低更多的操作节
点袁保持完整的操作闭环系统遥 张淳

“庚申猴”跌破万元大关
邮市底部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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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5日起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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