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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赚钱效应的缺失， 新基金
发行也出现冷热不均之状。 就在首
批北交所主题基金火爆发行之后，
首批主动增强型 ETF 基金其中的
4 只， 也从本周一开始进入发行状
态，尽管目前数据尚未可知，但从本
月的整体发行来看并不乐观， 发行
市场冷热不均的格局愈发明显。

北交所主题基金火爆
北交所主题基金受到欢迎也在

预期之中，但没想到会是如此火爆，
火爆的程度， 可以用一日售罄来形
容， 甚至多只基金还启动了按比例
配售，比例只低也是令人咋舌。

11月 22日，包括易方达、汇添
富等 7家基金公司，已经披露旗下北
交所主题基金认购申请确认比例。其
中，汇添富旗下北交所主题基金认购
申请确认比例最低， 仅约为 6.99%；
万家基金旗下北交所主题基金认购
申请确认比例最高，约为 36.02%。

公告显示，汇添富基金、华夏基
金、南方基金、嘉实基金、万家基金，
旗下北交所主题基金认购申请确认
比例 ， 分别为 6.99% 、14.24% 、
28.22%、28.27%和 36.02%。

而在此前一天， 易方达基金和
广发基金率先发布旗下北交所主题
基金认购申请确认比例， 两者的配
售比例分别为 9.94%、20.67%。 对

于尚未公告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的大
成基金， 根据投资者收到的退款测
算 ， 认 购 申 请 确 认 比 例 约 为
20.24%。 这样算下来，8 只北交所
主题基金， 一天吸金总额超过 250
亿元。

资料显示， 就在 11 月 19 日，
作为首批北交所主题基金， 包括易
方达、广发、华夏、汇添富、嘉实、南
方、大成、万家旗下的 8 只基金，同
一天开始发行， 每只基金募集上限
为 5亿元。

首批主动增强型ETF入市
而从本周一开始， 刚刚获批的

首批主动增强型 ETF基金，其中的

4只已经开始发售。
基金招募说明书显示，11 月

22 日，国泰沪深 300 增强 ETF、招
商沪深 300 增强 ETF、华泰柏瑞中
证 500 增强 ETF、 景顺长城中证
500 增强 ETF 等 4 只增强型 ETF
将于 11月 20日正式开启发行。 其
中，国泰沪深 300 增强 ETF、招商
沪深 300 增强 ETF 首募限额 80
亿元，景顺长城中证 500 增强 ETF
首募限额 75亿元。

作为又一个重要的创新型产
品， 增强型 ETF是一种可以在二级
市场交易的指数增强基金，简单来说
就是指数增强和 ETF的强强联合，
兼具被动投资和主动投资的优势。

新基金发行整体降温
继 10 月新发基金数量与规模

创下年内新低之后，进入 11 月，基
金发行市场依然没有明显的起色。
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19 日，月内
开始发行并成立的新基金仅 22
只， 相比 10 月的 109 只、9 月的
131 只和 8 月的 181 只大幅下跌；
11 月以来合计发行份额仅 314.52
亿份， 与 10 月的 1401.82 亿份、9
月 的 1711.32 亿 份 和 8 月 的
2418.45亿份形成鲜明对比。

数据显示，10 月间， 新成立基
金规模均呈现断崖式下滑， 创下年
内新低。 具体来看，10 月新发基金
数量为 97 只， 募集规模仅有
1203.17 亿元， 相较于 9 月环比下
降 49%， 相比去年同期的 1956.88
亿元下降了 39%。

分类型来看， 新成立的混合型
基金、 债券型基金、QDII 基金和
FOF 基金规模分别为 402.57 亿
元、463.13 亿元、0.28 亿元和 59.15
亿元， 较 9 月分别环比下降了
69%、33%、99%和 73%。

此外，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新发基金募集失败已达 30 只，逼
近 2018 年创下的 33 只历史最高
纪录。

固收 + 基金受青睐
不过， 就在权益类基金萎缩之

际，固收 + 类基金受到青睐。 就在
11月 22日， 招商基金旗下招商享
利增强债券基金正式发行。 而在日
前，睿远基金发布的公告显示，旗下
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基金将于
12月 2 日发售，拟任基金经理由睿
远基金副总经理饶刚担任。

此前，11 月 16 日，“固收 +”
产品广发恒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基
金成立，首募规模达 107.23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该基金的首募规模
是在 11 月 11 日一天内实现的，
当日有效认购户数达到 5.67 万
户。

此外， 景顺长城安鼎一年是李
怡文、 董晗加入景顺长城基金后的
首发新品， 目前正在发行中。 作为
“固收 +”基金，该基金通过自上而
下进行大类资产配置， 在债券和股
票两大类资产之间进行灵活配置。
其中， 新基金投资于股票的比例不
高于基金资产的 40%，投资于港股
通标的股票的比例不超过股票资产
的 50%。

截至 11月 16日， 今年以来新
成立的“固收 +”基金数量达到 337
只， 总募集规模为 4,877.85 亿元，
较去年全年发行规模增加 1,109.64
亿元，增幅 32.85%。从规模来看，不
乏易方达悦夏一年持有、 易方达悦
安一年持有、广发恒信一年持有、广
发恒享一年持有期混合等多只百亿
元规模基金。

首批北交所主题基金一日售罄
新基金发行整体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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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飘香 丰收满园
———嘉定区清水颐园幼儿园开展大视野劳动教育体验活动
� � � �秋意盛浓，百果丰收。 在嘉定区清水颐园幼儿
园的劳动教育主题周来临之际，幼儿园结合秋天季
节特征，开展了以“果蔬飘香，丰收满园”为主题的秋
收体验活动，让“颐宝”们走出幼儿园进行动物饲养、
果蔬采摘、稻谷探秘等活动，体验劳动的辛苦与丰收
的喜悦。

� � � �身处党的诞生地所在区，上海市黄浦区应急管
理局始终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持续推进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保障城区
运行安全。 今年，黄浦区应急管理局荣获全国应急
管理系统先进集体的称号。

喜报：黄浦区应急管理局
荣获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 严格依法履责 完善管理责任
黄浦区应急局充分发挥综合监管、统筹协调职

能作用，上传下达、统筹兼顾，做到“年初有计划、年
中有巡查、 年度有考核”。 及时修订安委会工作规
则， 借助专业力量构筑更完整的安全防线。 “十三
五”期间，实现了黄浦区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
故死亡人数逐年下降。

2019 年底率先成立了区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
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对照创建评价标准，分
工协同、有力有序地推进，黄浦在全国创建工作第
一次视频推进会上做了交流发言，并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分类试点城市序列。

此外，黄浦区应急局还修订完善了应急处置总
体预案和专项预案，将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纳
入责任体系，将安全生产与各部门及领导干部考核
有效衔接。 并结合新《安全生产法》颁布实施，推动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建立“责任清单 + 制度
汇编”模式，筑牢安全防范责任链。
■ 深化智慧治理 构筑应急体系

作为超大型城市的核心区，黄浦区人流、物流、
交通等各类要素资源集聚程度和流动性大。 区应急
局以应急管理部城市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建设试点
为重大契机，在原有城市风险平台的基础上进行系
统升级，建立并推广区域风险地图暨公共安全综合
信息管理系统，为街道公共安全事务的执行和跟踪

提供支撑，并与区公安分局合作创新运用一系列先
进技术为支撑，开展客流监测，加强预判，实施动态
管控，有效增强了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为积极应对自然灾害，黄浦区应急局推进全区
防台防汛工作从“老经验防”向“信息化防”转变
和构建“上下互通、内外横向互补”的应急值守和
指挥救援机制，同时深入推进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建立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与常态化灾害风
险隐患调查相互衔接促进、动态更新的工作制度。
■ 强化党建引领 推动社会共治

黄浦区应急局党委始终坚定执行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紧扣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扎实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工作，坚决守牢廉政底线，从未发生违纪违
法问题。 坚持以机关党建引领应急管理工作，努力
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应急管理铁军。

同时积极开展主题科普宣传活动，专门制作安
全文化宣传片在黄浦融媒体各大平台播放，并联合
区教育局和区总工会开展“开学安全第一课”等活
动，推动应急管理文化体系建设。 还以各街道平安
应急屋和区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体验教室为平台，
黄浦区应急局积极普及安全知识和防范技能，提高
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和灾防能力。

另外，黄浦区应急局在全市首创引入第三方保
险机制，实施城市巨灾保险、社区综合责任险制度，
并进一步拓展到街道层面，实施“街道救助综合保
险”，形成了全区域、全人口覆盖的保险体系，同济
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也为黄浦区创建工作提
供技术支持和第三方评价咨询服务，对城区运行安
全进行全方位、全区域、全过程分析，查找薄弱环
节，提出对策措施。

黄浦区应急管理局在今后的工作中也将认真
履责、担当作为，完善应急管理责任体系，全力以赴
提升保障城区运行安全。

� � � �消费者李先生在某健身会所购买了私教
课程，还剩余 20 余节课程时，该会所以未续课
为由拒绝继续服务。交涉未果下，嘉定区消保委
立即联系消费者了解情况。李先生称：自己一直
是该会所的会员，考虑自身需求故购买了私教
课程，但是最近私教不肯上课了，还催促续费。
因还剩余 20 余节课，本来想锻炼结束后再购买
的，现在对方竟然称未续费无法上课了，打听后
才知道原来是私教为了冲业绩。 与会所沟通了
多次均不处理，故求助消保委要求继续上课或
者退款。 商家则称：公司不存在强制消费这说
法，是否购买产品以会员意愿为主，该会员反映
的情况可能是个别私教的行为，公司会尽快核
实情况处理的。

不续费拒绝健身服务 嘉定区消保委解决强制消费

� � � �根据《消法》第十六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义务。 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
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
律、法规的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

强制交易。 ”
■ 嘉定区消保委认为：首先，消费者购买的课程还
没有消费完毕， 公司应该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约。
其次， 课程没有结束就以续费冲业绩为由不给上
课，难道不是强制消费吗？ 第三，私教的行为也说明
会所在管理上存在问题，只看业绩，不重视会员权
益。 最终，该会所表示会继续履约。
■ 消保委点评：这些年，教练速成、专业水平参差
不齐、销售性质、业绩导向等问题对于健身教练的
形象大有损害。 而会员在购买私教课的过程中，缺
乏重心，往往被私教的推销，或私教所说的内容吸
引后直接购买私教课，这时并不明智。
■ 在此提醒消费者购买健身课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购买私教课时，一次性不要买太多课程，一
定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及计划购买。 防止过多购买
私教课后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上课。

二、选择私教课程前，需要了解所选私教，查看
所想要选择的私教上课情况，是否存在不认真上课
等情况，避免选到不负责任的私教。

三、选择私教不要尽早做决定，在购买课程之
前，先进行体验课，因为体验课是检验教练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标准，在体验课上可以更好的了解所选
的私教。

四、 购买任何健身课程均应与商家签订合同，
不要听信口头承诺，以免口说无凭，维权受阻

■ 小班：饲喂动物，品尝甘蔗
小班组的宝宝们来到了萌宠乐园， 扮演起了

“农场小主人”，拿起胡萝卜和青草，体验了饲喂小
动物的快乐。 告别小动物，孩子们来到了农耕车厢
馆，一件件农村生活中的老物件映入眼帘。 孩子们
充满好奇边走边聊，兴致勃勃。 最后，孩子们品尝了
甘蔗汁，甜甜滋味从他们嘴里流淌到了心里，他们
不禁纷纷说：丰收真好呀！
■ 中班：采摘蔬菜，品尝成果

中班的孩子们来到暖棚，参观了先进的种植设
备，了解了蔬菜的各个等级。 之后，孩子们就迫不及
待，摩拳擦掌，开始了采摘活动。 瞧，他们各个都异
常卖力。 扭一扭、转一转，他们收获了一棵棵新鲜的

蔬菜。 回家后孩子们还自己亲自清洗蔬菜，交给爸
爸妈妈烹饪。 品尝着自己劳动的成果，孩子们感受
到劳动是辛苦的，但是却十分快乐！
■ 大班：探秘稻谷，体验丰收

大班的孩子们对稻谷有着浓浓的兴趣。 他们激
烈地讨论：稻谷是如何变成大米的？ 活动当天，他们
来到外岗泉泾基地，参观了“收割稻谷、打稻谷、轧
米”的过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孩子们不
禁惊叹，原来每一碗米饭都来之不易！

寻丰收、品丰收、惜丰收。 本次秋收体验活动，
更是一次全方位的劳动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参与
劳动过程中，品尝劳动成果，明白劳动辛苦不易，从
而萌发珍惜劳动成果、节粮爱粮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