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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向劲

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周，A股大盘整体
走强，其中周一沪综指上冲3400点，当日该
关口得而复失，这让一些投资者感到失望，
不过之后连续几个交易日大盘整体呈现强
势震荡格局，活跃程度有所提升，板块轮动
较为明显。同时，交易重心有所上移，令人
欣慰。

从整体观察，海外市场走势强劲，对于
A股行情发展比较有利。海外市场及港股
表现这么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主要是从
国际大环境来说，美国颁布了“税改方案”，
引发了美国股市的大涨。国际股市大涨，刺
激了香港股市，给港股创新高带来个良好的
外部环境。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定向
降准”。

就A股目前的状况来说，大盘指数从
冲击3200点、3300点的过程来看，都是进
二退一、进三退二地震荡上行。而沪综指9
月份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其间市场的
成交均量上了一个台阶，表明行情走势温
和，各种积极的因素在不断积累。这种局
面，并不会因为PMI指数有所走高，以及定

向降准这样的政策微调而改变。特别是进
入 10月份，全年实体经济运行的大局已
定，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轮廓也已比较清
晰，而政策环境又相对稳定，并且具有比较
高的确定性。因此，股市一般在原先已经
形成的区间内运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尽
管投资者都看好上证指数会站上3400点，
但这不可能靠一次冲击就轻易完成，而需
要有一个过程。

综合而言，偏强的行情格局还在，后市
大盘在震荡中上行，依然是大概率事件。
下一阶段，投资者需要结合季报展开操作，
10月预计交运表现强势依旧，农林牧渔方
面猪肉价格继续回升；同时应注意传媒、纺
织服装边际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电
子强劲需求推动下，预计10月行业景气度
继续提升，消费电子、新能源车等领域可持
续关注。

整体走强 板块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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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分行 特约

萧山分行营业部：82665036

萧东支行：82555768 江南支行：8369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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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萧山沃土，秉持萧山精神，工行萧山
分行始终坚持“立足萧山、服务萧山”的经营理
念，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短短四年的时间
里，实现了规模和效益的跨越式发展，多项业
务指标市场占比居当地同业第一，是萧山区内
服务口碑好、业务规模大、综合实力强的商业
银行，荣获“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杰出单位”“支
持政府重点工作优胜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
今。求才若渴的萧山工行，诚挚欢迎莘莘学
子加盟，在萧然大地共创辉煌！

一、招聘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
二、招聘岗位
（一）管理培训生。管培生培养目标为经

营管理、专业管理、营销管理方向的储备人
才。根据培养方向与培养重点的不同，在四年
内分层分类实施临柜锻炼、营销实践、管理见
习、深入专业等四个阶段的培养计划，期间实
行严格的考核、认证、选拔与淘汰管理机制。
培养期满后，根据管理培训生学习实践、考核
表现等情况，择优选聘到基层机构管理岗位、
初中级专业类岗位以及初中级销售类岗位，具
体由所在机构统筹安排岗位任职。

（二）业务岗位。培养目标为各类专业与
营销人才的梯队储备。新员工录用后原则上
先安排至基层营业网点进行一定期限的培养
锻炼，之后根据个人工作表现及工作需要等，
聘入相应岗位工作，主要从事于金融市场、投
资银行、互联网金融、信息科技、对公业务、零

售业务及客户经理等领域。
（三）柜员岗位。实行定向招录，主要在

营业网点从事柜面服务工作，新员工录用后
须在该岗位工作不少于5年。

三、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招聘录用人员须为2018年应届毕业

生。2.境内院校应届毕业生须在2018年8月
前毕业，报到时须获得国家认可的就业报到
证、毕业证和学位证。3.境外院校应届毕业
生须在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毕业，
报到时须获得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国家教育
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4.应届毕业生的
毕业时间以毕业证书落款时间为准。

（二）院校及学历条件
1.境内院校毕业生须具有国家统招的全

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含）以上学历、学位。
2.境外院校毕业生须具有境外正规高等

院校本科（含）以上学历、学位。（柜员岗位含
全日制专升本）

（三）其他条件：具体详见报名网站http:
//job.icbc.com.cn内招聘公告。

四、工作地点：工行萧山分行辖内各机构
根据需求统一调配

五、报名日期：2017年9月11日-10月
16日

六、联系 方 式 ：电 子 邮 箱 ：zhao-
pin_xs@zj.icbc.com.cn（不接收简历，只接
受咨询）

工行萧山分行校园招聘启动“女儿金”许你千金宠爱

中行萧山支行各营业网点开售

超六成个股站上半年线 A股有望进入活跃期

■中国银行高莎莎

巷角青砖巷尾澄，丁香婀娜软腰能。
淡看一霎晨光里，双辫摇摇跳小绳。
这应该是许多女孩在父母脑海中

儿时的俏丽形象。女儿是父母心中的
天使，在父母眼里，她们纯真、美丽、可
爱，如此美好。可是一转眼女儿到了出
嫁的年龄，即使有诸多不舍，但还是愿
意女儿奔向更广阔的天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愿意给
自己的女儿更多的关爱，每年收集金
条，作为女儿出嫁时的嫁妆，也成了不
少父母的选择。中行目前推出一款“女
儿金”，“女儿金”产品是目前贵金属市
场一款具有寄托父母对女儿浓浓关爱
及一定收藏价值的金条产品，是主要针
对有女儿家庭设计的一款具有女孩儿
特质的金条。

“女儿金”系列共十二组，由中钞国
鼎每年发行两组，背面设计用I LOVE

YOU和底纹一起，形成一个连贯性的
纹样，将产品串在一起，形成套系，中国
银行logo为背面主要元素之一，显示
产品的品牌性。

2017年发行的两组，分别为“女儿
金——平安”和“女儿金——健康”。“女
儿金——平安”，金条正面以一个文静
女孩儿的形象为主体，配以花朵、月亮
等元素，以“平安”作为主题来表达父母
对女儿平和安静、平安成长的祝愿。金
条背面以中国银行logo为主要元素，
并带有“女儿金”品牌字体造型，外形采
用荷花花瓣的造型（又似兰花指造型），
取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冰清玉洁之
意。金条为长方形，尺寸为22.2毫米×
50毫米，采用压印技术精制而成。“女儿
金——健康”，金条正面以一个微笑女
孩儿的形象为主体，配以花朵、太阳等
元素，以“健康”作为主题来表达父母对
女儿天真无邪、健康成长的期许。金条
背面和“女儿金——平安”造型一致。
产品的材质为 Au999.9，规格 30g/
50g/100g/200g/500g/1000g，可 按
需求自行选择。

“女儿金——金相片”为“女儿金”
系列产品的配套产品，产品主题为记录
成长。该产品是用黄金打造的个性化
相片来记录女儿的成长瞬间和一份美
好记忆。金相片一面图案为水滴形女
儿金标志和荷花，与女儿金上的图案呼

应；另一面为花朵组成的相框，中间可
彩印个性化照片。设计风格唯美浪漫，
具有典型的女孩儿气息。相片为长方
形，尺寸为150毫米×10毫米，采用超
薄压印技术精制而成。同时女儿金全
套包装盒为“女儿金”个性化金相片产
品附属品。套装包装盒可放置全套“女
儿金”产品。

每年一组组成十二组荷花造型，荷
花绽放过程，寓意成长，并附有暗纹“I
LOVE YOU”，50克规格以上还可刻上
个性化内容。

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是珍贵的掌
上明珠，是一朵娇艳的花朵，或美丽、或
温柔、或细腻。“女儿金”为您记录成长，
收藏珍贵记忆，传承您的大爱，实现您
的美好寄托。

详情请咨询中行各营业网点。

半年线和年线指标通常被用来衡量
个股的中长期走势，有“牛熊分界线”之
称。目前，大批A股正在跨越这两条“牛
熊分界线”。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初，A股市
场有三成个股站上年线，逾六成个股站上
半年线。种种迹象显示，随着市场交投情
绪回暖，活跃个股越来越多，A股已悄然进
入活跃期。

突破半年线个股持续增多

据上证资讯统计，以250日均线（年

线）来计算，剔除上市未满一年的个股后，
10月初，沪深两市共有三成个股站上年
线。而以120日均线（半年线）计算，剔除
上市未满半年的个股后，10月初，已有超
2000只个股站上半年线，占比63.61%。
这意味着，中长期持有这批个股的资金，
绝大多数已处于盈利状态。

反观大盘指数，却在此期间窄幅震
荡。由此可见，重个股轻指数已渐成市场
潮流。9月的板块走势也验证了这一点：
以新能源汽车、通信为代表的新兴成长板
块接连崛起，题材概念热度迅速提升。

以申万行业来划分，对比8月底和10

月初的个股半年线数据，通信和计算机行
业的增速明显。最新数据显示，约40只通
信股在 8月底之后站上半年线，增速超
110%，其中不乏中通国脉、武汉凡谷、二
六三、光迅科技这类持续走强的个股。计
算机板块中，10月初站上半年线的个股数
量，较8月底同样实现翻倍。新增名单中，
科大国创、卫士通、新国都等个股，9月至
今累计涨幅超20%。

增速翻倍的还有医药、汽车和国防军
工板块。虽然近期国防军工板块走势平
淡无奇，但站上半年线的军工股却从8月
底的9只升至10月初的33只。其中，华舟

应急、耐威科技、海特高新、振芯科技等不
少个股已出现了一波明显反弹。

市场活跃度有望继续提升

对于超六成个股站上半年线这一现
象，一家中型券商的投顾表示，这间接反
映了市场情绪的转暖，活跃资金的投资风
向已有所改变。

9月以来，受资金面影响，指数窄幅震
荡的次数居多。这期间，市场从“一九分
化”转变为“三七分化”，前期涨幅较大的权
重股出现回调，成长股热度则迅速提升。

这无疑吸引了活跃资金的目光。近期，包
括计算机、医药生物、通信在内的一批超跌
板块均出现反弹，推动不少中小盘股震荡
走高，顺利突破半年线。该投顾预计，此前
超跌的绩优中小盘股或将迎来反弹。

川财证券分析师李皓舒也认为，三成
个股站上年线说明市场的活力指数有所
提升。此外，创60日新高的个股数量也在
持续增多。从这些量化指标中可以看出，
很多个股已出现反弹迹象，市场风险偏好
正稳步提升。在此背景下，短期内成长股
的活跃度有望继续提升。

据《上海证券报》

“双十一”临近，快递公司按捺不住
了，12个小时内，韵达、中通双双宣布涨
价，并刺激A股快递板块集体走高。

业内人士称，快递企业增长趋缓，
成本上升，流转效率没有明显优化，快
递业日子越来越难过。尤其是六大民
营快递企业已纷纷上市，快递行业整体
到了从价格竞争到价值竞争转型期，如
何与国际并轨，提升能力往专业服务发
展才是方向。

10月10日晚间，中通快递宣布涨
价。中通表示，今年以来，快递业受运
输成本、人工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
多种因素影响，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服
务质量，保障客户利益，决定从即日起
调整快递价格，但具体调整幅度并没有

详细说明。
10月11日早间，韵达快递跟随中

通步伐，以人力、物料以及运营成本攀
升的原因宣布将对价格进行调整，同样
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涨价幅度。

两天之内有两家快递宣布涨价，后
续还会有其余快递跟进吗？有媒体报
道，顺丰回应称，将不跟进涨价。记者
从圆通速递获悉，暂时还在等消息。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
认为，顺丰价位已经和通达系拉开差
距，现在是在高品质快递市场的保位之
战。而中通、韵达属于升级战。

快递板块年底望搭消费旺季快车

有分析师指出，快递放弃降价换量

的行为，有望提升服务质量，获取稳定
的收入来源。因此，对部分优质的快递
物流类个股目前可以适当关注，但未来
业绩大幅提升的难度较大。

中信证券分析师刘正表示，在经历
多年“双十一”后，快递公司越发追求网
络稳定和服务质量，而放弃降价换量的
行为。针对可能的价格调整，该分析师
认为，通达系快递网络对价格最为敏
感，预计今年11月快递业务量规模约
为50亿件，平均单价提升0.5元，毛利
多增25亿元。不过，这位分析师也指
出，行业持续性提价仍需等待。他建议
继续择优布局快递个股，如中通快递、
圆通速递等。

据《广州日报》

有分析指出该板块有望搭上消费旺季快车

快递公司相继宣布涨价

医药板块正在迎来风口。截至11日
收盘，中证医药指数五日涨幅达4.78%。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上涨缘于政策利好和
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短期存在一定交易
性机会，中长期还需结合上市公司的基本
面及成长性等因素来考量。

在多只医药股重新站上风口的同
时，相关基金同样表现抢眼。11日基金
涨幅榜上，前十位均为医疗相关基金，
其中，华宝兴业中证医疗指数分级、广
发医疗指数涨幅分别为5.67%、5.56%，
排名前两位；国投瑞银医疗保健涨幅为
3.83%，排名第三。

对于此次医药板块的强势上涨，多
位基金经理表示，除了政策利好，还在
一定程度上受投资者避险情绪驱使。
目前医药板块整体估值相对合理，短期
存在一定的交易性机会，但仍需注意风
险防范。在个股选择时需兼具成长与
估值，用中线持股的心态从容守候。

沪上某医药基金经理认为，医药板
块行情近两年明显落后于大盘，虽然今
年有过几波“小浪”，但并未出现趋势性
机会，目前医药板块整体估值相对较
低。随着医改的逐渐推进，行业分化将
会进一步加大，一些具有研发能力或专

利的龙头公司届时将有望脱颖而出。
该基金经理称，医药行业自身特性

决定了其技术更新过程较慢，因此，在
股价上出现短期爆发性增长的可能性
较小。在政策因素刺激下，短期内医药
板块或迎一波交易性机会，而从中长期
行情看，还是要结合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以及成长性等因素来考量。

富国基金表示，医药行业子板块比
较多，整体行业板块来看，以创新药为
主，后市相对看好医药电商、中药饮片、
生物药等子行业。

据《证券时报》

医药基金大涨现短期投资机会政策暖风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