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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投资、财富管理、
企业金融等请联系中信证券

钱眼看市

■钱向劲

本周是2019年首个交易周，周三众
人期待的开门红没有实现，沪深两市大
盘微幅高开，随后便震荡下行，跌幅逐
渐扩大。午后跌势趋缓，但也无力反
弹，沪综指终盘跌 1.15%，创业板指跌
1.74%。两市个股跌多涨少，5G通信、三
网融合、卫星导航等板块涨幅居前，医
药、保险及机构重仓股领跌。周四大盘
维持震荡整理走势，盘中黄金概念股的
异动拉升，带动各大指数有一小波反
弹，但是依旧不改市场整体震荡格局。

从整体观察，在外围走势回暖及新
年氛围下，A 股大盘持续震荡调整，凸

显了A股本身的弱势状态。一方面，去
年 12 月份 PMI 跌破了荣枯线（即跌至
50以下），经济发出了不甚理想的信号。

而年末资金紧张，对于多头操作有
一定束缚。此外，上市公司股权质押、
商誉减值、业绩滑坡、舞弊造假、违规经
营等都有可能爆雷，在某个阶段甚至会
对大盘构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存
在股市政策面等突发重大利好的可能
性。

站在当前时点，预计 2019 年 A 股
市场将由“反复筑底”到“结构牛市”。
年初不急于进攻，静待科创板相关细则
出台，静待企业盈利年报及一季报的披
露。全年来看，当前A股处于历史估值
的低位，待其他风险逐步释放后，机会
也就悄然而至了，整体来看，2019 年 A
股机会远大于风险。从 A 股运行节奏

来看，更看好市场下半年A股结构性的
机会。

综合而言，A股短期仍有整理的空
间，短期担忧情绪依旧，压力犹存，但中
长线具备投资价值。中线继续选股和
跟进之下，短期可反复进行个股博弈以
及考虑逢低加仓，可关注低估值的蓝筹
股以及优质的行业龙头标的。

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
法》正式实施，以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微
商、代购们被纳入监管。今后微商、代购们
做生意不能只在朋友圈里发发信息这么简
单了，需要先进行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
照，否则将面临罚款。

电商法还规定，必须依法纳税，偷税漏
税将面临刑事责任。另外，依法需要取得
相关行政许可的，应当依法取得行政许可，
没有中文标签，不是国家认监委认证工厂
生产的奶粉保健品等统统不得销售。

新法实施的头两天，记者发现，朋友圈
的代购们变得小心翼翼，不如以前那么活
跃了。有一部分选择铤而走险，照常做着
生意。有代购打擦边球，化身“灵魂画手”，
用手绘图替代产品照片。还有代购在朋友
圈“官宣”不接受文字下单，只能语音沟通。

记者联系到了“灵魂画手”本尊蕾蕾
（化名）。蕾蕾是个韩国代购，她表示，现在
网上热传的画作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原创。
在她的朋友圈里，记者看到，去年12月31
日之前的代购消息都很正常，从1月1日开
始不“正经”了起来，产品信息以手绘图的
形式出现，文字也相当隐晦，不再介绍某一
款产品，只是语焉不详地进行描述。

比如，一款LA MER的面霜，文案是：
“王昭君说，告诉我，故乡的梅花开了吗？

数九寒天里盛开能飘香的腊梅花，才珍贵，
抹在脸上犹如花开。”蕾蕾说，电商法刚开
始实施，一切都是未知。“监管部门和平台
都没有出台具体的监管细则，我们能做的
就是尽量避开敏感词，打擦边球。”

面对代购们“急中生智”的行为，“律师
来了”签约律师、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方超强认为：“朋友圈代购化身灵魂
画师”的推送刷屏了，代购们用各种手绘图
片代替产品图、用暗语替换产品名，究其本
质无非是从原来的朋友圈直接发布商品信
息的方式，转变为“朋友圈获客+微信聊天
确认成交”的模式，其行为的实质只是规避
监管的技术手段而已（朋友圈的商品信息
可能更容易被技术手段检测到）。但这样
的行为，其网络销售的本质没有改变，销售
者的电商经营者身份也没有改变，因此，所
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没有改变。

即便这样的方式转变可以一时规避监
测的技术手段，但须明白的是，“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现有的网络技术手段，分分钟
可以绕开这种人为的“小障碍”。我们的微
信是实名的，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后台都
可以监测到，微信支付的流水和记录也随
时可以被税务机构查验，所以归根结底，这
样“自作聪明”的做法还是行不通的，只是
自欺欺人罢了。 据《都市快报》

■通讯员王节

“中信银行是真正支持民营企业的
银行”——得润电子董事长邱建民的评
价发自肺腑，其在中信银行的融资经
历，也鼓舞了身边一众扎实干实业的民
营企业家。在得润电子流动性紧张的
迫切时刻，中信银行迅速完成了走访调
研、深入交流、专项对接、量身设计，并
在一个月内最终确定了组合授信的方
案，得润电子也在坚持主业30年的道
路上继续坚定前行。

得润电子的融资故事并不是个
案。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中信银行
民营企业贷款余额7315亿元，在对公
贷款中占比38%，近五年复合增长率
6.45%；普惠贷款余额1232亿元，同比
增加384亿元。

“秉承服务实业、创新发展的理念，
中信银行始终将民营企业作为重要的
服务对象和业务合作伙伴，致力于打造
服务民营企业‘最有温度的银行’”，中
信银行副行长杨毓表示。

日前，中信银行在杭州召开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座谈会，邀请二十多家民营
企业，面对面沟通民营企业金融服务需
求，并推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十四项
举措，从加强政策保障，提升服务能力、
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质量等多个方
面，切实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对中信银行而言，服务实体经济的
使命，是精准滴灌到最急需金融服务的
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为此，该行成立
了由董事长担任组长的普惠金融领导小
组，设立23个联合工作组，出台近40项
制度，加快政策落地。在总行设立普惠

金融一级部，在重点分行开展业务试点，
并加快普惠金融支行和专营支行建设。

“不唯大小、不唯行业”，中信银行
普惠金融部负责人谷凌云表示，中信银
行的普惠金融贷款完全按照全行统一
的授信政策执行，全面支持处于不同成
长周期的民营企业。

此外，中信银行在服务民营企业方
面还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母公司中信
集团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全牌照金控公
司之一，金融与实业并举，在若干细分
领域都占有市场优势。就金融领域来
看，中信集团在证券、基金、信托、期货
四个子行业都颇有建树；就产业领域来
看，中信集团在多个领域的控股子公司
都是行业龙头。未来，中信银行通过打
造“融资+结算+投行”金融服务体系，
为民企提供一站式、综合化金融服务。 电商法正式实施 海外代购急了

中信银行创新发展普惠金融

做支持民企“最有温度的银行”

担忧情绪依旧 短期压力犹存

■通讯员孔艳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行
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推动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不断
深化“放管服”改革，日前，根据国家外汇
管理局统一部署,浙江省分局参与了货
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首批试点。试点
将支持审慎合规的银行在为信用优良企
业办理贸易收支时，实施更加便利的措
施。试点的开展将支持浙江民营经济发
展，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试点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优化贸易
外汇收支单证审核。银行按照“了解客

户”“了解业务”“尽职审查”的展业三原
则为企业办理货物贸易外汇业务。二是
贸易外汇收入无需经过待核查账户。试
点企业真实、合法的货物贸易项下外汇
收入，可直接进入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
户或结汇。三是取消特殊退汇业务登记
手续。超期限退汇及非原路退汇可直接
在银行办理。四是简化进口报关核验。
银行能确认贸易付汇业务真实合法的，
可不办理进口报关电子信息核验手续。

下一步，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
局将稳步推进贸易收支便利化试点工
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浙江对外贸
易健康发展。

开展贸易收支便利化试点
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个税APP专项附加扣除功能上线
可用人脸识别注册 能提供电子缴税和电子退税业务

近日，由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
得税APP软件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
功能上线。据了解，目前纳税人已经可以
在“个人所得税”的移动APP端、互联网
WEB端、扣缴客户端和税务大厅端填报
个人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个人所得税”APP还可以提供电子缴
税和电子退税业务。同时纳税人也可以随
时通过手机查询自己办理过的信息采集、
申报、缴税、退税等业务的办理情况，相当
于一部随身携带的“电子税务局”。

人脸识别注册必须持有居民身份证

记者看到，目前各大应用商店均已提
供“个人所得税”APP下载，与此同时各种
相关的个税APP下载量也大增。不过需
要提醒用户的是，目前只有“个人所得税”

APP是由国家税务总局推出的，还有很多
“个税助手”类的APP为商业开发，用户下
载前应加以辨别，以免造成安全风险。

用户在使用“个人所得税”APP前先
需要注册，注册分为两种方式：大厅注册
码注册和人脸识别认证注册。其中大厅
注册码注册方式，需要先持有效证件去办
税大厅获取一个注册码，然后才能在APP
上完成注册。人脸识别注册必须是持有
居民身份证的纳税人才可以使用，在填写
过身份证号和姓名后即可进行人脸比对。

完成注册后，用户还需要完善个人信
息，包括基本信息和可享受优惠信息两部
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可享受优惠信
息并非指的专项附加扣除相关信息，而只
限定于“残疾”“烈属”“孤老”三种税收优
惠情形。在完成个人信息填写后，用户可

以发现在“任职受雇信息”一栏中会自动
生成自己的单位信息，包括单位名称、纳
税人识别号、任职受雇日期等。

填写专项附加扣除前先备好资料

新上线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功
能”无疑是“个人所得税”APP中的最大亮
点。“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包括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
租金、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等模块。在
填报前最好先准备好相关资料，以免在填
写时现找耽误时间。

对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填报前
需要准备好子女教育信息：包括受教育阶段、
受教育时间等，子女、配偶身份证件号码，还
可以选填为自己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的扣缴
义务人的完整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对于“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填报
前需要准备好继续教育信息：包括学历
（学位）继续教育信息，如教育阶段、入学
时间、毕业时间；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信息：
包括教育类型、证书取得时间、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发证机关。

对于“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
填报前需要准备好产权证明：包括产权证、
不动产登记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
同；贷款合同：需按照贷款合同如实填写。

对于“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填报
前需要准备好住房租赁信息：获取合同编
号、租赁房屋坐落地址、租赁方信息；主要
工作城市（填写到市一级）。

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填报
前需要准备好被赡养人信息：包括身份证
件信息、出生日期（被赡养人需要年满60

周岁）；共同赡养人信息：包括身份证件信
息、出生日期，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这一项
无需填写。用户还可以选填为自己预扣
预缴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的完整名
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对于“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目前无
需提前填写，而是等到纳税人在年度汇算清
缴时办理。不过，这一项目填报前需准备好
的资料也已公布。填报内容包括患者信息：
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大病医药费
用支出和患者的证件信息；还需要提供包含
个人负担金额、医药费用总金额，这些都需
要根据相关就医凭据照实填写。

另外，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虽然相
关资料在提交以后将永久得到保存，但是
纳税人对于这些资料的原件还需要长期
保存准备接受查验。 据《北京青年报》

本版所有银行理财产品的宣传不构成产品要约，详细情况以产品说明书为
准。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测算方法，详见产品说明书，或向各行理财经理咨询。特
别提醒：理财产品的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杭州市萧山区支行 特约

咨询电话：82629232
地址：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1038号
网址：http://www.psbc.com

储蓄存款 邮政银行值得信赖 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永乐理财，业绩比较基准高至4.97%

杭州萧山支行（周一至周日）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82890189 82892165 82891526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杭州萧东支行（周一至周日）萧山区靖江街道青六南路10号江盛大楼 82921285 网址：www.czbank.com
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周一至周六）萧山区宁围街道鸿宁路1768号 57198133

详询95527或银行网点客户经理

点 易 贷 专 员 ：袁 波（专 线 电 话 ：
15988179378/83686695）
浙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小企业房抵点易贷

★5分钟在线申请★1小时自动化审批
★房产免费评估 ★网上签约提款

手机点点
快速申请房
产抵押贷款

本广告内容仅供客户参考，并不构成本行的任何要约、
承诺或义务最高500万元,最长可贷3年，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资金需要

有房线上贷，生意周转快

扫一扫立即申贷

邮储银行萧山支行深耕储蓄存款业务多年，储
蓄产品种类多样，深受广大客户的欢迎。该行大额
存单产品利率上浮倍数高，为客户带来更高的收

益，能满足高净值客户的金融产品配置需求。最新
产品收益明细表如下（额度有限，先到先得）：

存款期限

一年期

三年期

基准利率

1.50%

2.75%

起存金额
20万元
30万元
50万元
20万元
30万元
50万元

年利率
2.18%
2.25%
2.28%
3.988%
4.125%
4.18%

利率上浮倍数
1.45倍
1.5倍
1.52倍
1.45倍
1.5倍
1.52倍

欢迎有任何存款需求的客户来邮储银行萧山支行咨询办理。如有金融服务需求请致电：82655200。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182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2号182天型

永乐2号365天型

永乐5号365天型

提示：1.以上理财产品收益测算依据等详见产品说明书，额满即止。2.截至目前，浙商银行所有已到期理财产品均达到业绩比较基准。过
往业绩，不代表浙商银行对产品未来收益的承诺或保证。请您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3.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
户通过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ATM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手续费全免！我行理财产品可转让! 4.浙商银行ETC免费办理，2019年起
可享受8折优惠！详情请电话咨询！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3459
AD2428
AD2429
BC3549
BD2391
BD2392
DD2166
DD2167

业绩比较基准
4.95%

4.95%

4.97%

4.97%

4.99%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属款，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高净值款，新客户专属款，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高净值款，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私行款
100万元起，上限1亿元

认购期
1月3日-1月9日
1月3日-1月6日
1月7日-1月9日
1月3日-1月9日
1月3日-1月6日
1月7日-1月9日
1月3日-1月6日
1月7日-1月9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