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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积存金——黄金天天存，财富日日增 中国银行公积金信用贷款来了

■中国银行萧山支行 陆琳娜

中国银行推出公积金信用贷款，无
抵押、无需担保，安全、快捷。

目标人群：

公务员、事业单位、医生、教师、电
力、水力、银行、证券、保险公司、通信
单位的正式员工，公积金连续缴存已
满半年以上（含），信用状态良好。

产品优势：

1.手续方便：真正的信用贷款，无须
提供收入证明，无须担保。

2.利率优惠：年利率最低5.22%，随
借随还，按日计算。

3.随心消费：购置爱车、添办家具、
装修爱家、潇洒旅行、尽享美满人生，且
无需提供用途证明。

4.乐享额度：最高额度可达30万元，
近半年平均月缴公积金（个人+单位）的
180倍计算，不影响公积金贷款申请。

5.想用就用：随借随还，随时申请，
随时放款，取得授信额度后，可通过网
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在1年期限内随时
提用、随时归还，不收取提前还款手续
费。

办理所需提供的资料：

1.夫妻双方身份证（如单身仅提供
身份证即可）。

2.如在他行已有信用贷款或其他负
债超过60万元，需要另提供资产证明覆
盖负债（如房产证、车辆行驶证、定期存
单、理财等）。

（详请请咨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李振宇 82891098
陈贝贝 82891503
裴春燕 82891511
朱颖 82891879
娄利剑 82831406
莫利君 82571210
倪建飞 82476711
张美红 82607921
谢超 83696892
董佳盛 82628305

沈岚 82390327
谢丽娜 82828500
何泽雄 82896013
邵丹娜 82677020
金敏 82650510
金晓波 82153611
章丹 82798885
汪海萍 82925010
董杰 82333705

积存金业务是客户在工行开立积存金
账户，并签订积存协议，采取定期积存（约
定每月扣款金额）或主动积存的方式，按确
定金额购入工行以黄金资产为依托的黄金
资产权益（积存金），该权益可以赎回或兑
换贵金属实物产品。由于投资者采取定期
积存可长期分批小额买入黄金，因而可降
低在不当时候做出大额投资的风险。投资
者可于合约期（通常最少一年）内任何积存
金交易日，或在结束账户时，选择兑换贵金
属实物产品，若投资者决定出售积存金，便
可在交易日内按当日积存金价格变现。

适用对象：所有在工行开立账户的个
人客户。

特色优势：积存金是工商银行推出的全
国首款以“日均价格灵活定投”的低风险黄
金投资理财产品，真正实现以日均价进行黄
金积存，从而更有效地为客户平摊投资成
本、更大限度地规避金价波动的投资风险。

① 稳步增金：工商银行的贵金属理财
专家团队每日为您购入积存金份额，助您

平摊成本，分散风险。
② 积少成金：每月最低只需200元，

即可以小资金，参与黄金大投资。
③ 多样选金：可兑换工商银行丰富的

贵金属实物品种，也可赎回变成现金。积
存金的兑换是指客户可以将账户内的积存
金兑换工行在售的等价值贵金属实物产
品，同时减少积存金账户余额。

④ 赚取真金：点滴积累，持续参与黄
金投资，为您创造更多财富。

每月同样投入2000元，三种不同购金
方式比较：

一般的黄金投资需要掌握专业的知
识，耗费大量的时间，即便是专业的投资人
士也不能保证每月都在黄金最低价时完成
投资购买，而积存金可以使黄金投资变得
更方便、省心和低风险。

开办条件：积存金是中国工商银行与
世界黄金协会联合推出的“智能型”黄金投
资产品。客户办理积存金业务时，需与工
行签订《中国工商银行积存金协议书》。客
户可持灵通卡、理财金卡、e时代卡、活期
存折等到工行柜面开立积存金账户，建立
积存账户与资金账户的绑定关系；客户也
可通过工行电子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
手机银行）自助签订协议，开立积存金账

户，建立积存账户和资金账户的绑定关系。
服务渠道与时间：工行任意网点均可购

买。您也可以登录工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自助开通积存金业务，并可办理主动积存、
定期积存协议签订、产品查询等业务。

在需要时，可以在开户地区的任一贵
金属销售网点，将账户内的积存金兑换工
行丰富的等价值贵金属实物产品；也可在
个人网上银行直接兑换贵金属实物产品后
到选定的工行网点提货。工行会不定期推
出专属积存金兑换优惠产品。

积存金的积存、赎回服务时间目前为
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日的9:30-22:30；
兑换服务时间为每天9:30-22:30。网点
柜面服务时间为以上时段内的网点经营时
间。（上海黄金交易所节假日休市安排见工
行网站贵金属频道交易提示栏）

费用标准：工行向客户收取“积存手续
费”和“赎回手续费”，2017年3月1日起费
率标准如下（如有变动，另行公告）

注意事项：单个客户单日累计赎回量超
过30公斤时需提前3个工作日进行预约。

风险提示：因受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因
素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黄金价格可
能发生波动，投资者应充分考虑由此产生
的一切风险和损失。

投资方式 金价 购买黄金量
积存金 265.66元/克 7.5382克
本月最高价 271.90元/克 7.3556克
本月最低价 256.90元/克 7.7851克

积存类型 积存手续费 赎回手续费

定期积存
主动积存

（积存金额的百分比） （赎回金额的百分比）

0.5%
0.5%

0.5%
0.5%

2015年的股市巨震至今仍让许多股
民记忆犹新，从千股跌停到千股停牌，再到
千股涨停，股市行情的各种戏剧性变化，本
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精彩大片。现在，
已经有人把这一题材拍成了电影，而且本
月底就将在腾讯视频中独家播放。而这一
电影的剧本，是宁波一位私募独立创作完
成的，他不但是电影的联合出品人、编剧兼
执行制片人，还客串扮演了一位黯然神伤、

“关灯吃面”的大户室股民。
这位私募就是宁波杉丰资本创始人陆

荣华。近日，陆荣华参与投资拍摄的这部
名为《大多头之股民的名义》的电影在上海
举行了首映礼。

聊起拍电影，大家都来了兴趣
一个人一个月时间完成剧本

陆荣华说，他一直是淘股吧忠实的用
户之一，因为经常在淘股吧发表投资或生
活方面的文章，拥有不少粉丝。

作为国内两家最著名的证券类社区网
站之一，江湖上不少知名的一线游资就是
从淘股吧里成长起来的，最著名的就是“赵
老哥”。其实，赵老哥只是个80后，真名赵
强，1986年出生，据悉2009年他在淘股吧
参加实盘炒股比赛，100万元的资金8个
月时间涨了12倍。当年江湖上非常活跃
的银河证券绍兴营业部就是他开户的地
方。大跌之前，江湖传闻他动用5亿资金，
以1：1杠杆融资炒作中国中车，一个星期
就赚了5个亿。

去年5月，股民们在淘股吧聊天的时
候说起玩拍电影，大家都来了兴趣。最初
准备投入100万元资金，由淘股吧领投（占
50%），一些大户跟投。陆荣华以个人名义
投了20%。拍电影需要剧本，于是在淘股

吧内征稿发动大家写剧本，写好后就贴在
淘股吧的贴子里。“总共估计有几百个人
写，我是其中最认真的一个，前后花了整整
一个月时间。前半个月主要是构思剧本的
大纲，创作主要在后两周完成。一共写了
三四万字，每天晚上写，一直要写到凌晨2
点左右。”最终，在社区网友的投票中，他的
剧本毫无悬念地高居榜首，拿到了几千元
稿费。

大学时买茅台赚到第一桶金
他的炒股经历也是传奇

创作现在只是陆荣华的副业，投资炒
股才是他的主业。而在这一主业上，陆荣
华也曾创造过不少辉煌。

大学期间，陆荣华就通过炒股挖到了
第一桶金，贵州茅台最初从10多元开始买
入，最后到200多元卖掉。2010年，大学
毕业不到一年的他开了理财咖啡馆，一年
多后因为股市行情不好暂时休息。2013
年股市行情好转，他从父亲那边拿了19.8
万元的启动资金，到2015年大跌前炒到了
500多万元。股市大跌缩水到300多万
元，之后在救市行情中全仓买了梅雁吉祥，
市值迅速上升到了600多万元。

2015年，他的私募产品发行。“产品是
大跌前刚成立的，6月刚进场就碰到暴跌，
净值从1元跌到了0.88元。好在我们跑得
快，清仓后当年10月进场，到年底净值就
从0.88元涨到了1.3元。”陆荣华说。

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剧情正是从股灾
前开始的。“当时有舆论还在说，4000点是
牛市起点。一直到大盘跌到2850点，也就
是李大霄称的婴儿底出现的时候。”这段5
个月不到的时间，可以说是A股市场的一
段梦幻之旅。剧中主要有三个人物：一位

职业股民（大户）；一位配资公司老板，他还
搞起了人工智能炒股机器人；一位游资大
鳄。

电影的拍摄地主要在宁波，去年12月
开机，到今年4月完成，总共花了近半年时
间，拍摄标准从原来的网络剧标准提高到
了院线标准，预算从最初的100万元提高
到了300万元，电影名称从最初的《疯狂的
股民》改为《大多头之股民的名义》。

李大霄先后三次出场
影视、金融圈名人捧场

电影中，财经名人、英大证券研究所所
长李大霄友情出演，先后三次出场：4000
点时开始唱空，宣称A股已到“地球顶”，
股灾后鼓励上市公司增持；2850点时称

“婴儿底”来临。
前著名主持人左安龙在剧中扮演一位

受不了牛市诱惑而入市的实业家。“其他演
员虽然不是当红影视明星，但大多是北京
人艺、福建人艺的实力派演员，以话剧演员
为主。”陆荣华介绍说。

在首映礼上，出场的还有“中国资本教
父”之称的阚治东，来自大智慧、东方汇富、
太平洋证券等金融圈大腕及影视界名人。

“当年李国立导演，潘虹、刘青云主演
的《股疯》，是中国第一部以股市为主题的
电影，用轻喜剧的形式描绘了1990年全民
炒股的疯狂热潮，成为一代人的珍贵记
忆。”首映礼上，左安龙表示。他期待《大多
头之股民的名义》能成为又一部引起股民
共鸣、观众喜爱的股市题材影片。

据悉，4月底刚刚完成拍摄的《大多头
之股民的名义》，5月初就被腾讯视频独家
买断，5月 31日起将在腾讯视频独家播
放。 据《钱江晚报》

宁波私募跨界投拍新版《股疯》

年利率最低5.22%，随借随还，按日计算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5月14日，
1122家公司发布了2017年上半年业绩预
告，共有821家公司报喜，占比超过七成。
其中，预增的公司有274家，占到盈利公司
总数的36.3%，另有44家公司表示，今年上
半年净利润有望扭亏。除此之外，略增和
续盈的公司分别有271家和155家。

具体到公司来看，共有15家公司净利
润同比增幅超10倍。其中深物业A以
5757%的增幅水平位居第一位，卫星石化
以及中核钛白紧随其后，同比增幅分别达
到了3776%和2263%。

15家上市公司就业绩增长的原因来
说，大多数都是依靠主营业务发展，依靠
并购业务发展所占比例仅为20%。

股市调整中
部分业绩优秀个股被“错杀”

受到前期市场整体的下跌影响，不少
业绩优秀个股被错杀。Wind资讯数据统
计显示，在年报业绩预增的公司中，4月10
日至今跌幅超过 20%的有 101家，占比
16.7%；其中有8家公司跌幅更是超过了
30%。在此背景下，有24家公司动态市盈
率(TTM)已跌至40倍以下，其中开滦股
份、皖新传媒两家公司的市盈率更是已跌
至20倍以下。

不过，在经历了此轮下跌之后，伴随
着市场重新回归理性，价值投资者们开始
挖掘“跌出来的机会”。相较于一些虚无
缥缈的概念题材类个股，真正具有业绩支
撑、估值较低的个股再次显现出投资价
值，吸引了大批的机构。

其中，跨境通、青岛金王、均胜电子、
太阳纸业等4家公司在近期均获得10家
或10家以上机构的集体看好。此外，受到

7家或7家以上机构看好的个股包括：好想
你、鸿达兴业、岭南园林、龙蟒佰利等。

机构炒作半年报
不局限于“预增”表面

记者发现，机构在看好业绩的同时，
并不局限于业绩高增长表面。因为，尽管
一些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预期较高，但从
增长原因看，部分公司却并没有表面看上
去乐观。

另外，有券商统计发现，预告中一些
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虽然非
常大，但结合今年一季度的数据看，其中
也不乏一些公司一季度已经提前透支了
上半年的利润增长空间。鲁西化工、沙钢
股份均是如此。以沙钢股份为例，今年一
季 度 公 司 净 利 润 的 实 际 实 现 值 为
10659.17万元，由此即使以预告中的上限

统计，公司上半年已经实现19000万元的
净利润，二季度单季的利润额则约为
8340.83万元，相比一季度环比也将出现
下滑。

在近期的调研中，一些公司一季度净
利润下滑也和业界优秀个股一样受到了
机构的关注，而且有的还是今年来的首次
调研。

其中，海能达近日披露了一季度报
告，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5%，然而净
利润却下滑近120%。4月27日、28日，
海能达迎来了今年的首次调研，机构包括
华安基金、民森投资、招商证券等9家。

4月26日，石化机械披露了2017年一
季度报告，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下滑
13.17%和13.79%。而就在这样的业绩之
下，公司于4月28日受到了博时基金、安
信证券、长信基金和传奇投资的调研。

根据该公司一季报显示，“国家队”和
社保基金合计占据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
的5个名额，其中证金和汇金分别持股占
比达2.13%和0.71%，三大社保基金分别
占比2.30%、2.28%和1.70%。最近，招商
证券和东吴证券都发布了公司的相关报
告，关于业绩方面都认为，2016年行业低
迷造成公司业绩承压，但是已经触底，
2017年有望触底反弹。

业内人士就此认为，社保基金等机
构选择新进仓股票的眼光已经不是局
限在眼前的业绩上，而是放眼远处。

那些具有刚性需求特征但是短暂
受外界因素影响、业绩出现暴涨暴跌的
公司价值，从逆向思维的角度出发，在
亏损逆境时可能比绩优顺境时更具价
值。

据《广州日报》

■钱向劲

本周A股大盘初步企稳，并有所反
弹。从全周交易情况看，周二大盘全面
反弹，上周末银监会、央行纷纷安抚市场
情绪为周二A股大盘的报复性大涨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周二大盘指数一度站上
3100点关口，这是继周一及前一周的周
四、周五指数企稳后，多方组织的一次有
一定力度的反击，不过周三、周四大盘冲
高未果，3100点关口得而复失。主要是
由于隔夜美股大跌，再加上大盘发弹后
技术上出现分时线高点反压，所以周四
大盘直接低开了22点，早盘惯性探低后
又出现分时线低点，之后大盘企稳反弹，
但盘中受制于红盘附近阻力，同时3100
点附近争夺也比较激烈，最终大盘小幅
收跌。对于这种格局，技术上调整算是
正常的，只是隔夜美股大跌，可能影响到
盘面人气。

从整体观察，刚刚过去的“一带一路”
峰会上美国代表参会以及中美双方进一
步扩大贸易开放领域来看，更有利于“一
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对相关行业
板块带来利好；再从盘面来看，随着指数

震荡，场内资金追涨追强的热情明显减
退，大盘整体赚钱效应减弱，包括雄安在
内的绝大多数题材面临进一步分化。对
此建议投资者需要调仓换股、去弱换强，
将仓位配置到大资金介入较深、股价已跌
透且刚刚底部放量启动、中报业绩预期增
长的这几类安全边际较高的品种上。

从 技 术 面 看 ，目 前 股 指 仍 在
3050-3250点的箱体区间，由于大盘上
面仍受到中期均线压制，上档压力依然
较大，短期股指或持续震荡筑底。综合
而言，当前市场仍处在存量资金博弈中，
走出超预期行情概率不大。未来股指想
要大举走强，需要持续热点出现，需要成
交额放大。预计短期大盘反弹空间有
限，年线附近反复震荡整理概率较大。
而超跌成长股、低估值价值股和景气度
高的产业链股票是目前值得重点挖掘的
几大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