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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6日全球风险资产集体重
挫，部分主要股指跌幅达2%至4%，有
的甚至更高；纽约原油期价跌逾13%。
部分具有避险属性的资产，如黄金、国
债等则逆市走强。

引发全球市场震荡的因素仍是新
冠肺炎疫情的最新变化。有迹象表明，
由南非科学家发现、代号为奥密克戎
(B.1.1.529)的新冠病毒变种出现大量变
异，可能大大降低现有疫苗的有效性，
增加重复感染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中国资产短期前景如
何？投资者需要关注哪些风险？

全球金融市场震荡

11月26日，新变种病毒的消息持续
发酵，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世界卫
生组织于11月26日将最新报告的新冠
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列为“需要关注”
的变异毒株，并呼吁各国加强对所有仍
在流行的新冠变异毒株的监测和测序。
奥密克戎毒株11月9日在南非被首次确
认。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变
异毒株有大量突变，其中一些突变令人
担忧。”初步证据显示，与之前其他“需要

关注”的变异毒株相比，最新变异的毒株
可能导致二次感染新冠的风险增加。该
毒株被检测出的速度比以往造成感染激
增的其他变异毒株都快，表明这一最新
变异毒株可能具有生长优势。

当日亚洲交易时段，市场恐慌情绪
大幅上升，主要股指纷纷收跌。日经
225指数收跌2.53%、韩国综合指数跌
1.47%、澳大利亚标普 200 指数跌
1.73%、新西兰NZX50指数跌1.30%。
国际油价也持续下行。

进入欧洲以及美国交易时段后，这
种恐慌不减反增。主要股指大幅走软，
油价、基本金属期价也纷纷跳水。

最终，欧洲主要股指跌幅普遍在
3.5%-4.8%之间。由于假期因素提前收
市的美股也未能幸免，三大股指跌幅在
2.2%-2.6%之间。道指创今年以来最大
单日跌幅，标普500指数创今年2月以
来最大跌幅。美股中表现最亮眼的是几
只抗疫概念股，Moderna涨20.57%，诺
瓦瓦克斯医药涨8.95%，BioNTech涨
14.19%。当日油价大幅收跌，纽约原油
期货主力合约跌13.06%；伦敦布伦特原
油期货主力合约跌11.59%。相对而言，

避险资产表现较好。纽约黄金期价小幅
上涨，美国国债价格坚挺。

中国资产风险较低

展望后市，业内人士认为，需要持
续关注新变种病毒的发展以及全球金
融市场反应，对于各类中国资产而言，
可能受到的负面冲击较小。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
长陈雳对中国证券报记者指出，中国市
场预计受到新变种病毒事件的影响相
对有限。第一，从疫情防控角度来看，
我国是全球疫情管控较严格和实际控
制效果较好的国家，我国新冠疫苗接种
率持续攀升，这些因素均为我国防疫打
下了坚实基础。第二，从产业链角度
看，近两年来面对疫情，我国国内产业
链具备较强的韧性，未来新冠疫情对国
内产业链冲击预计相对有限。第三，从
投资者信心来看，海外对标中国资产重
要指标之一的富时中国A50指数整体
运行相对平稳，表明全球市场参与者对
A股市场并未有太多恐慌心理。

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王汉锋表示，
虽然短期可能也会受海外市场情绪影

响，但中国市场相对更有韧性。主要基
于四点原因。第一，过去两年来，中国
防疫模式整体效果显著。第二，中国相
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经济受到的冲击与
海外经济体相比相对较小。第三，中国
股市所处的周期位置相对有利，2022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先回归常态化且政
策有望逐步放松，海外则处于增长临近
高位而政策面临退出的窘境。第四，
2021 年中国股市的估值压力明显缓
解，相比高位的海外股市有更多缓冲空
间。在疫情新变数之下，A股可能比海
外市场相对更有韧性。

百利好证券策略师岑智勇重点对
港股市场前景进行了分析。他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上周五港股大幅回
调，对于新冠疫情发酵的担忧成为重要
原因，市场整体气氛受到冲击。从中长
期看，一旦临时性因素有所改善，港股
乐观情绪也将随之回升。行业板块方
面，短期可以关注黄金相关板块，因为
可以对冲其它风险；对于长期投资，看
好新能源车板块，建议投资者可以考虑
通过相关ETF进行布局。

中国证券报

全球市场开启“避险模式”中国资产料显韧性

11月30日拍摄的新建福厦铁路泉州湾跨海大桥主桥（无人机照片）。
当日，中国首条跨海高铁——新建福（州）厦（门）铁路泉州湾跨海大桥全桥贯通，标志着新建福厦铁路建设进入最后冲

刺期。新建福厦铁路正线全长277.42公里，其中泉州湾跨海大桥全长20.287公里，海上桥梁长8.96公里，跨越泉州湾的主
桥长800米、主跨400米，为双塔双索面钢混结合梁半漂浮体系斜拉桥。福厦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福州至厦
门将从现在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新华网

新建福厦铁路泉州湾跨海大桥全桥贯通新建福厦铁路泉州湾跨海大桥全桥贯通

针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中国疾控中心专
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发现和流行情况

2021年11月9日，南非首次从病例
样本中检测到一种新冠病毒B.1.1.529
变异株。短短2周时间，该变异株即成
为南非豪登省新冠感染病例的绝对优势
变异株，增长迅猛。11月26日，WHO
将其定义为第五种“关切变异株”（vari-
ant of concern, VOC），取名希腊字
母Omicron（奥密克戎）变异株。截至
11月28日，南非、以色列、比利时、意大
利、英国、奥地利和中国香港等，已监测
到该变异株的输入。我国其他省市尚未
发现该变异株的输入。奥密克戎变异株
在南非首先发现和报道，但不代表这个
病毒是在南非演变形成的，变异株的发
现地不一定是起源地。

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的可能原因

根据新冠病毒数据库GISAID目
前共享的信息显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变异株的突变位点数量明显多于近2
年流行的所有新冠病毒变异株，尤其在
病毒刺突（Spike）蛋白突变较多。推测
其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种情况：
（1）免疫缺陷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在
体内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进化累积了大
量突变，通过偶然机会传播；（2）某种动
物群体感染新冠病毒，病毒在动物群体
传播过程中发生适应性进化，突变速率
高于人类，随后溢出传染到人类；（3）该
变异株在新冠病毒基因组变异监测落
后的国家或地区持续流行了很长时间，
由于监测能力不足，其进化的中间代次
病毒未能被及时发现。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力

目前，全球尚无奥密克戎变异株
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逃逸能力等方
面的系统研究数据。但奥密克戎变异
株同时具有前4个VOC变异株Al-
pha（阿尔法）、Beta（贝塔）、Gamma

（伽玛）和Delta（德尔塔）刺突蛋白的
重要氨基酸突变位点，包括增强细胞
受体亲和力和病毒复制能力的突变位
点。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监测数据显示
南非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数激增
以及部分取代Delta变异株，传播力有
待进一步监测研究。

奥密克戎变异株对疫苗和抗体
药物影响

研究表明，新冠病毒S蛋白若出现
K417N、E484A或N501Y突变，提示
免疫逃逸能力增强；而奥密克戎变异
株 同 时 存 在“K417N + E484A +
N501Y”三重突变；此外，奥密克戎变
异株还存在其他多个可能降低部分单
克隆抗体中和活性的突变。突变的叠
加可能降低部分抗体药物对奥密克戎
变异株的保护效力，对现有疫苗免疫
逃逸的能力，有待进一步监测研究。

奥密克戎变异株对我国现使用
的核酸检测试剂是否有影响

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基因组分析
显示，其突变位点不影响我国主流核酸
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奥密克
戎变异株突变的位点主要集中在S蛋
白基因的高变异区，并不位于我国第八
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公布
的核酸检测试剂引物和探针靶标区域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向全球公布的
ORF1ab基因和N基因）。但南非多个
实验室的数据提示，对于检测靶标为S
基因的核酸检测试剂可能无法有效检
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S基因。

有关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措施

鉴于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南非的快
速流行趋势，包括美国、英国、欧盟、俄
罗斯、以色列、我国台湾和香港等在内
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限制来自非洲
南部的旅客入境。

我国的应对措施

我国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

控策略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仍然有效。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已针对奥密克
戎变异株建立了特异性核酸检测方法，
并持续针对可能的输入病例开展病毒
基因组监测。上述措施将有利于及时
发现可能输入我国的奥密克戎变异株。

WHO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建议

WHO建议各国加强新冠病毒的
监测、报告与研究工作，采取有效的公
共卫生措施阻断病毒传播；建议个人采
取的有效预防感染措施包括公共场所
至少保持1米距离、佩戴口罩、开窗通
风、保持手清洁、对着肘部或纸巾咳嗽
或打喷嚏、接种疫苗等，同时避免去通
风不良或拥挤的地方。与其他VOC变
异株相比，目前尚不确定奥密克戎变异
株传播力、致病性和免疫逃逸能力是否
更强，相关研究在未来的几周内将得到
初步结果。但目前已知的是，所有变异
株都可能导致重症或死亡，因此预防病
毒传播始终是关键，新冠疫苗对减少重
症和死亡仍然有效。

面对新出现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公众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需要注意哪些？

（1）戴口罩仍然是阻断病毒传播
的有效方式，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同
样适用。即使已经完成全程疫苗接种
和接种加强针的情况下，也同样需要
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场
所佩戴口罩。此外，还要勤洗手和做
好室内通风。

（2）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在有疑似
新冠肺炎症状，例如发热、咳嗽、呼吸短促
等症状出现时，及时监测体温，主动就诊。

（3）减少非必要出入境。短短数
天时间，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报告奥
密克戎变异株输入，我国也面临该变
异株输入的风险，并且目前全球对该
变异株的认识仍有限。因此，应尽量
减少前往高风险地区，并加强旅行途
中的个人防护，降低感染奥密克戎变
异株的机会。

健康中国微信公号

关于奥密克戎，国家卫生健康委权威解答来了！

12月起，一批新法规将陆续施行，
涉及最低工资标准、药品医保结算、保
障性租赁住房、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分
时电价等。

【全国性新规】
系统重要性银行杠杆率有新规

《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
行)》12月1日起施行。系统重要性银行
在满足杠杆率要求的基础上，应额外满
足附加杠杆率要求。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金融风险变
化和银行业发展实际对系统重要性银
行附加杠杆率要求进行调整，报国务院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节约、防治地下水污染有法可依

作为我国第一部地下水管理的专
门行政法规，《地下水管理条例》12月1
日实施。条例聚焦地下水超采、污染突
出问题，强化地下水节约保护、超采治
理和污染防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地下水管理负责。

《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实施

《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12月1
日正式施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
获准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药品注册申
请人应当建立药物警戒体系，通过体系
的有效运行和维护，监测、识别、评估和
控制药品不良反应及其他与用药有关
的有害反应。

36种渔具禁止在长江流域重点
水域使用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渔具名
录》12月1日起施行。在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范围禁用10个类别36种具体
渔具。除了刺网、围网、拖网等违规网
具外，新公布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
渔具名录增加了钓具、笼壶等大类，并
对相关渔具的结构、作业方式及危害性
做了说明，分类更加清晰，对渔业执法
更具指导性。

进口饲料产品等实施电子化审批

12月1日起，农业农村部对“从国
外引进农业种子、苗木检疫审批；进口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等11项行政
许可事项实施全程电子化审批。上述
许可事项或许可情形不再需要提交纸
质申请表和申请资料，申请人可通过农
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平台提交申请并上
传电子版申请资料。

12月15日起天安门广场实施预约参观

12月15日起，北京天安门广场实
施预约参观措施，散客和旅游团均需提
前预约方可进入广场区域。预约参观
措施启动后，现阶段不限定预约总量，
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防控需要，适时
采取必要客流疏导调控措施。

故宫博物院对未成年人试行免费开放

日前，故宫博物院公告称，决定在
原有6岁以下或身高1.2米以下儿童，
以及每周二统一预约的中小学生免费
的基础上，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
免费开放。12月3日20时起，可通过
故宫博物院售票网站、“故宫博物院观
众服务”微信公众号预约12月10日以
后的未成年人免费门票。

【地方性新规】
广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12月 1日起，广东提高月最低工
资标准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广州市调整为2300元/月，深圳市调整
为2360元/月，两市对应的非全日制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22.2元/小时。珠
海、佛山、东莞、中山四市调整为1900
元/月，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均为18.1元/小时；汕头、惠州、江
门、湛江、肇庆五市调整为1720元/月，
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
为17元/小时；韶关、河源、梅州、汕尾、
阳江、茂名、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十市
调整为1620元/月，对应的非全日制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16.1元/小时。

上海：新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实行全装修

12月1日起，《上海市绿色建筑管
理办法》实施。上海新建保障性租赁住
房项目应当全部实行全装修。新建商
品住宅项目的全装修面积比例，应当符
合上海市相关规定，由市住房城乡建设
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

北京：执行“京6B”车用汽柴油标准

12月1日起，北京执行“京6B”车
用汽柴油标准，实现各项污染物减排
10%-30%；实施非道路机械国四排放
标准，增加颗粒物数量限值等指标要
求。扩大非道路机械低排区范围，扩大
7个区禁用范围、增加3种禁用类型。

四川：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调整

四川《关于进一步做好既有住宅电
梯增设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12月1日起施行。《指导意见》

取消了“其他业主无异议”条款，将业主
同意比例调整为“有电梯增设意愿的业
主，就是否增设电梯征求本单元全体业
主意见，由本单元房屋专有部分面积占
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
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
部分面积3/4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
人数3/4以上的业主同意”。《指导意
见》施行后，可避免出现“一票拦全栋”
不合理现象。

江西：购买“双通道”药品直接医保结算

《江西省双通道谈判药品管理暂行
办法》12月1日起实施，经审批备案的
参保患者可以通过纳入“双通道”管理
的定点医院和定点零售药店两种渠道
进行购买“双通道”药品，都可直接医保
结算并享受相同的医保报销待遇。

福建：可向女职工每人每月发放
30元卫生用品或费用

12月1日起，根据《福建省女职工
劳动保护条例》第九条规定，有条件的
用人单位，可以向在职女职工按照每人
每月30元标准发放卫生用品或者费
用。所需经费，企业可以从职工福利费
中列支，机关事业单位可以按规定从公
用经费项目中列支。

湖南、河北：实施分时电价政策

12月1日起，湖南将按照高峰、平
段、低谷以及季节性尖峰等时段，对大工
业用电和用电容量达到100千伏安(千
瓦)及以上的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执
行分时电价。每年1月、7月、8月、9月、
12月，对执行分时电价的工商业用户，实
施季节性尖峰电价，每日18—22时用电
价格在高峰电价基础上上浮20%。

12月1日起，河北电网企业供电
营业区域内的工商业电力用户(暂不实
行峰谷分时电价的用户除外)均实行峰
谷分时电价。其中，对两部制工业用户
和受电变压器容量在100千伏安及以
上的单一制用户实行尖峰电价。平段
电价按市场交易购电价格或电网代理
购电平均上网价格执行，高峰和低谷时
段用电价格在平段电价基础上分别上
下浮动50%；尖峰时段用电价格在高
峰电价基础上上浮20%。

河北：严打非法运输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12月 1日起，河北统一对省外入
冀的动物实行指定通道管理制度。公
安部门将对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制售病死及死因不明的
畜、禽及肉类、肉类制品，伪造、变造动
物检疫证明等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进
行查处。

海南：禁止进出口非法转基因种子

《海南自由贸易港种子进出口生产
经营许可管理办法》12月 20日起实
施，明确进口种子经海南自由贸易港销
往国内其它地区的，原则上按进口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从事种子进出
口业务。

新疆：景区内垄断经营的交通运
输服务不得与门票捆绑销售

新疆《旅游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
格管理办法》12月1日施行。《办法》明
确，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依照景区
类别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
价。同时，景区内垄断经营的交通运输
服务价格应单独标示，不得与门票捆绑
销售。

杭州：11种交通违法行为
首次发生不处罚

杭州“优驾容错3.0”措施12月1日
起实施，机动车有未按导向车道行驶、违
反车道分隔禁止标线，但未影响相关车
道内车辆正常行驶等11种违法行为之
一，连续3个月以上在杭州市范围内无该
违法记录的，对该首次违法口头警告教
育，消除违法行为后放行，不予处罚。

青岛：推出退役军人住房公
积金优惠政策

12月 1日起，青岛施行退役军人
住房公积金优惠政策。在开户缴存方
面，取消缴纳社保的门槛限制，将全体
退役军人及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
优抚对象纳入住房公积金保障范围。
未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退役军
人可自愿开户缴存，缴存基数、缴存比
例等参照自由职业者有关规定执行。
在转移接续方面，打通部队与地方住房
公积金接续通道，明确退役军人可将部
队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存入青岛公积金
缴存账户，申贷时合并计算开户时间、
缴存时间及可贷额度。在申请贷款方
面，放宽申贷缴存时间认定标准，综合
考量退役军人转业安置实际情况，将申
贷时点的补缴认可时段由三个月延长
至一年，对于退役一年内补缴的住房公
积金，申贷时视为连续正常缴存。

中新经纬

12月新规来了

11 月 27 日，国家气
候中心对外发布消息称，
根据最新海温监测数据，
2021年10月赤道中东太
平洋进入拉尼娜状态，预
计冬季可能形成一次弱至
中等强度的拉尼娜事件。

专家介绍，拉尼娜是
指发生在赤道中东太平洋
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
偏冷的现象，它会引起地
球气候的异常。依据《厄
尔尼诺/拉尼娜事件判别
方法》国家标准，当关键区
（尼 诺 3.4 区 ，即 西 经
120°至 170°、南北纬
5°之间的区域）3个月滑
动平均海表温度低于气候
平均态0.5℃时，即进入拉
尼娜状态，持续5个月以
上便形成一次拉尼娜事
件。而最新海温监测显
示，最近 3 个月（8—10
月）关键区滑动平均指数
为-0.52℃，标志着赤道
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拉
尼娜状态。

在热带大气特征方
面，2021年10月，热带西
北太平洋部分海域对流活
动较常年活跃，而热带中
东太平洋大部海域对流活
动受到抑制；同时，沿赤道
的垂直纬向环流距平场
上，赤道中东太平洋为异
常下沉运动，而赤道西太
平洋为异常上升运动控
制，与热带对流活动的异
常分布一致，表现出热带
大气对赤道中东太平洋冷
海温的响应特征。

根据赤道太平洋海洋
大气环流现状以及国内外
气候动力模式和统计方法
预测结果，预计拉尼娜状
态将在未来三个月持续，
并可能在冬季（2021 年
12月至2022年1月）达到
峰值，形成一次弱至中等
强度的拉尼娜事件。

拉尼娜对全球以及
我国气候有何影响？从
全球影响来看，多数拉尼
娜事件发生时，南美沿岸
附近地区降水减少，而印
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
则降水增多；非洲中部、
美国东南部等地常发生
干旱，巴西东北部、印度
和非洲南部等地则容易
出现洪涝。

至于对我国气候的
影响，可以从气温和降水
两个方面来看——在多
数拉尼娜事件达到盛期
的冬季，影响我国的冷空
气活动比常年更加频繁，
且强度偏强，我国中东部
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

期偏低的概率较大；而热带和副热
带地区由于受到拉尼娜事件的影
响，会导致我国南方地区的水汽条
件会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差，不利于
形成降水。

专家表示，从历史数据来看，拉
尼娜年我国冬季中东部地区气温往
往偏低。但也需特别指出，在全球变
暖的背景下，影响我国冬季气候的因
素更加复杂，除了拉尼娜事件外还有
北极海冰融化、欧亚积雪变化以及其
他海域的海温异常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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