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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双 11”迎来第 13年。
在线上，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拉开销
售大幕。 在线下，铁路等部门也积
极投身电商购物节，优化运力保障
和安全服务，共同助力“双 11”。

记者 2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 2016 年以

来， 铁路部门先后五次组织 “双
11”电商黄金周运输服务，逐步
形成以高铁快运产品为主的优质
服务品牌， 有力支持了电商经济
新业态的发展。

为了加快城际批量快件运输，
在长三角，中铁上海局日均安排利
用车厢富余空间及高铁快运柜存
放快件的高铁载客动车组 200

列、预留不售票二等座的动车组 5
至 10列，实现小批量、多批次的常
态化高铁快运服务。 在西南，根据
客户运输到达时限要求，中铁快运
昆明分公司推出高铁快运“当日
达、次日达、三日达”产品，以及生
鲜食品冷链“冷鲜达”、医药冷链
“定温达”、冷鲜“定时达”等多种
铁路快运冷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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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石化胜利油田获
悉，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勘探多点
开花，首批上报预测石油地质储量
4.58 亿吨，已具备全面勘探开发条
件。

截至 10 月 28 日，胜利油田已
完钻 4 口页岩油专探井，其中樊页
平 1 井创国内页岩油单井日产最
高纪录，最高日产油 171 吨，标志
着胜利油田页岩油实现商业产能
的战略性突破。

据了解，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

的埋深都超过 3000 米， 有的页岩
油气藏埋深更是超过 4000 米，地
下温度超过 170℃，这给钻井工程、
压裂工艺、 设备性能带来极大挑
战。 胜利油田开发地质首席专家、
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杨勇说,像这
么稠的页岩油在国际上还没有成
功开发的先例，一系列关键技术需
要我们攻克。

在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记者看到了从地下 3000 多米采出
的页岩油油样：透明的玻璃瓶中装
着小半瓶黑黑的原油，把瓶子倒过
来，原油也无法流动。

胜利油田高级专家王学军介
绍，10 多年来，科技工作者矢志攻
关，创新建立陆相断陷盆地页岩油
成藏富集模式，研发出页岩油突破
目标优选评价技术，揭开了页岩油
“藏身之地”真面目；研发优快钻
井技术， 在地下 3300 米以下使得
水平段超 2000 米以上的水平井得
以高效钻进； 形成的缝网压裂技
术，让页岩油在人工制造的毫米级
“高速公路”上流出，极大提升单
井产能。 根据初步测算，胜利油田
济阳页岩油资源量达 40 亿吨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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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
近日表示，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
房是新发展阶段住房保障工作的重
中之重。 当前，各地区、各部门推动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取得初步成
效，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召开发
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现场会。 会

议指出， 按照国家层面住房保障体
系顶层设计，北京、上海、深圳等城
市对本地区住房保障体系进行了完
善，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
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
保障体系。

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等在广泛
深入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因城施策，
采取新建、改建、改造、租赁补贴和
将政府的闲置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
住房等多种方式，切实增加供给，科

学确定“十四五”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设目标。

各地充分利用《关于加快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明确的各
项土地支持政策， 引导村集体经济
组织、企事业单位、园区企业、住房
租赁企业、 房地产开发企业等积极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注重实现职
住平衡。

同时， 注重把握好保障性租赁
住房工作的政策导向，坚持小户型、

低租金、面向新市民和青年人，各地
均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无
房新市民、 青年人， 不设收入线门
槛， 以 70 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为
主， 租金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
赁住房租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供的数据
显示，2021 年， 全国 40 个城市计
划新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93.6 万
套，1 月至 9 月已开工 72 万套，占
全年计划的 76.9%， 完成投资 775

亿元。南京、无锡、宁波、佛山、长春、
南宁等 6个城市已完成年度计划。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
强调， 各地要落实城市政府主体责
任，科学确定“十四五”保障性租赁
住房建设目标， 落实好意见明确的
土地、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建立
健全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领导小组
等工作机制， 完善住房租赁管理服
务平台， 加强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
设、出租和运营管理的全过程监督。

晨报记者 韩忠益

昨天，沪深两市开盘涨跌不一，
盘中国防军工板块受消息面刺激大
幅走高；食品加工板块走强，千味央
厨 （001215）、 恒 顺 醋 业
（600305） 涨 停 ， 三 全 食 品
（002216）、千禾味业（603027）、
妙可蓝多（600882）等跟涨。 午后，
市场风云突变，证券、银行、医美等
板块纷纷跳水，导致股指迅速下沉。
最后沪市下跌 1.1%； 创业板小涨
0.23%。 两市成交额依然维持在万
亿上方，船舶制造板块逆势大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
峰会正在召开。中国提出：坚持走生
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加快构
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坚决遏制
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加快
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大力发展
可再生能源， 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项目。 近期，中国发布了《关
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还
将陆续发布能源、工业、建筑、交通
等重点领域和煤炭、电力、钢铁、水
泥等重点行业的实施方案， 出台科
技、碳汇、财税、金融等保障措施，形
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
系，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二级市场上， 昨天沪市早盘果
然冲击了 60 日均线， 但未能站上
去。随后在富时中国 A50指数期货
跌幅扩大至 1%后，股指开始下滑，

商品市场也是纷纷跳水，动煤期货、
硅铁期货、甲醇期货、螺纹钢期货、
玻璃期货也是大幅下挫， 一时间大
A中的周期股又是一波下杀。 其中
前期涨幅较大的钢铁板块持续走
弱，八一钢铁（600581）、鄂尔多斯
（600295）、攀钢钒钛（000629）、
首钢股份（000959）等连连破位下
行。

操作上，虽然大 A 走势还在反
反复复 （今天受外部传言影响尤
甚），指数延续震荡格局，但市场人
气相比上周有明显好转，一方面，3
季报显示，沪市主板近 9 成公司实
现盈利。前三季度，沪市主板公司共
实现营业收入 33.44 万亿元， 同比
增长 21.43%；实现归母净利润 3.08
万亿元、 扣非后净利润 2.95 万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7.14% 和
33.45%，整体业绩延续了今年以来
的稳定增长态势。 单季度看，2021
年第三季度单季实现营业收入
11.37 万亿元、 归母净利润 1 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5.75%、2.23%。
没有了业绩证伪的羁绊， 资金的风
险偏好会进一步提高， 股价存在重
新排序的要求；另一方面，叠加对 4
季度货币政策和信用政策转向边际
宽松的预期， 随着最后两个月 PPI
见顶回落， 企业成本压力将逐步缓
解， 届时上市公司盈利有望继续企
稳或环比改善，大 A 的中长线仍然
值得期待，目前没有系统性风险，否
则聪明的北向资金早就脚底抹油开
溜了， 不可能在股指大挫时还继续
逢低扫货， 今天北向资金又逆势净
流入超 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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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沪深股指双双调整。其中上
证综指盘中一度跌破 3500 点整数
位，全天跌幅超过 1%。 “双创”表
现较好， 创业板指数和科创 50 指
数小幅收涨。

当日上证综指以 3543.38 点小
幅低开，此后一路震荡下行，午后跌
破 3500 点整数位。 下探 3477.66
点后沪指企稳回升并重返 3500 点
整数位，最终以 3505.63 点报收，较
前一交易日跌 38.85 点， 跌幅为
1.10%。

深证成指收报 14377.27 点，跌

99.26点，跌幅为 0.69%。 创业板指
数涨 0.23%，收报 3339.60 点，科创
50指数微涨 0.10%至 1405.64点。

沪深两市 3000 多只个股收
跌，明显多于上涨数量。创业板迎来
两只新股，其中 N 瑞纳首日涨幅超
过 16%，N 争光破发， 不过跌幅仅
为 0.61%。

行业板块跌多涨少。 钢铁、化肥
农药、煤炭、旅游、供水供气、电力板块
跌幅靠前。 船舶板块强势上涨，农业、
食品饮料、航天国防板块表现较好。

沪深两市延续放量态势， 分别
成交 5855 亿元和 6726 亿元，总量
接近 1.26万亿元。

A股双双回调，上证综指跌幅超 1%

系统性风险看不到
北向资金还在扫货

住建部：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页岩油勘探大突破：

胜利油田首批预测储量 4.58亿吨

“双 11”将至，铁路等部门优化运力保障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