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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亿元级账户逆势增长30%
已超“5178点”时水平

2月8日，小米电视官微发布公
告称，将小米电视3S48吋和55吋上
调至2599元和3999元（均不含运
费）。这也是小米电视3S年内第二次
涨价。从价格对比来看，小米3S48吋
比去年贵600元、55吋贵500元。就涨
价的原因，小米方面对外表示，是由
于上游液晶面板的价格走高，电视
整机的生产成本也在上升。事实上，
不止小米一家，同样是受上游供应
链面板不足、面板价格持续上涨影
响，乐视电视去年就率先涨价。

值得注意的是，小米涨价的不
仅是电视，还有手机。目前，多家国
产手机厂商已逐步完成价格层级上
的调整。2月4日，小米旗下红米的官
方微博公告称，由于元器件采购成
本上涨和汇率波动影响，决定红米4

系列的零售价格上调100元。而魅族
早在今年1月初就决定调整产品售
价，魅蓝Note5的32GB版本上调了
100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TMT分
析师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此轮影响手机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
较多，一是面板进入价格上涨周期，
普遍上涨30%~40%，成本占到手机
总成本的25%左右，面板价格上涨
对彩电和手机都有较大影响。另外
是手机逐渐走向高规格，对存储、摄
像头规格要求提高，价格自然提升。

价格的持续上涨，让面板厂商
获利连创新高。但另一方面也使电
视品牌的经营面临严峻挑战，获利
越加困难，电视市场或将迎来新一
轮的洗牌。 （每日经济新闻）

新年伊始，Zara位于成都总府路
乐森购物中心的旗舰店关店。这家店
于2011年底开业，曾是Zara在中国区
最大的一家旗舰店，总面积近3000平
方米。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这家Zara店大门紧锁，玻璃门内糊
上了白纸。记者随后向Zara中国公司
官方证实，该店已于2月4日正式关闭。

全新设计
为当时国内最大门店

2011年12月，这家Zara旗舰店开
出，为当时国内最大门店，占据乐森

百货负一层至二层，占地近3000平方
米。这家店的开出，也标志着乐森由
奢侈品卖场向快时尚卖场转型。

据媒体当时报道，这家店在国内
首次引入全新的店面设计风格，注重
店铺的开放性、互动性。在Zara入驻
前，乐森购物中心定位高端，驻扎着
路易威登、迪奥、范思哲等奢侈品牌。

众所周知，虽然定位于快时尚，
但与大牌“做邻居”一直是Zara的开
店策略，比起花钱打广告，Zara更倾
向挨着大牌沾“贵气”，在奢侈品林立
的商圈，几乎都能看到Zara的身影。
在Zara决策层看来，门店就是Zara最

好的展示广告，把资金花在顶级的选
址上非常超值。

为何关店？
或更关注线上渠道

这家Zara昔日国内最大旗舰
店，为何选择关店？对于关店原因，
截至记者发稿，Zara中国公司官方
未有回应。

业内分析，Zara关店或与春熙商
圈东扩有关。随着成都国金中心
（IFS）、远洋太古里主打体验型购物
方式的商圈落成，总府路上传统的百

货商场渐失人气。而Zara也于两年多
前在远洋太古里开出旗舰店，号称为
亚太地区面积最大、装修最新、货品
最全的Zara全新概念店。

实质上，Zara早在去年就透露会
放缓店面扩张，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到
线上渠道，增加电商渠道、收缩线下
渠道成为快时尚品牌们不约而同的
选择。

Zara母公司Inditex首席财务官
Ignacio Fernández曾对媒体表示，
现在消费者在不同的渠道上买东西，
集团更倾向于所有渠道的合作。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昨日，四川农信兴川信用卡在蓉
首发。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四川农信
是全省机构网点最多、信贷规模最大
的金融机构。兴川信用卡的发行，既
结束了全省最大银行系统没有信用
卡的历史，更标志着全省主要银行业
金融机构都有了自己的信用卡。

据了解，兴川信用卡是一张符
合银联标准、全球通用的信用卡，分
为普通卡、金卡和白金卡，持卡人可

在信用额度内先支付后还款，具有
消费、分期付款、转账结算、信用贷
款、存取现金、多渠道还款等功能。

四川农信理事长张远国昨日在
首发仪式上表示，兴川信用卡的推
出，弥补了小额信用贷款产品的不
足，结束了全省最大银行系统没有
信用卡的历史，也结束了四川省地
方金融机构没有一张覆盖全川信用
卡的历史。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昨天，沪指一度下跌超过20点，
跌破10日均线，让短期趋势变得不太
乐观，然而下午出现逆转，最终沪指
上涨13.89点，以3166.98点报收。同
时，沪市成交量也放大到1708.5亿元。

从行情岌岌可危到指数逆转收
阳，盘中一个重要板块的崛起，起到
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个板块的突然
走强，能否激活市场人气，又或者仅
仅是昙花一现的“一日游”行情？

昨天，在道达号（微信号：dao-
da1997）的早评文章中，达哥跟大家
分享了中国登记结算公司的最新数
据，截至2017年2月3日，持仓投资者
数量已经跌破5000万，这也是近20个
月来，这一数据首次跌破5000万。在
达哥看来，近期市场要死不活，投资
者情绪虽然还谈不上恐慌，但确实很
明显能感觉到，大家的持股意愿在减
弱。不过，达哥也明确告诉大家，如今
当不少投资者开始恐慌撤离时，我们

是否应该再多坚持一下呢？
回顾昨日早间的行情，上证指数

低开低走，一度下跌超过20点，并且
跌破10日均线，似乎越来越多的投资
者开始选择离场。如果大盘不能收复
上午的失地，行情将会比较危险。然
而，如果你再多坚守一下，可能就在
逆境中生存下来了。到了下午，市场
开始缓慢攀升，接近14时，上证指数
彻底翻红，并且维持升势一直到收
盘。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完全能够
激发市场人气的新热点开始崛起，这
个板块就是券商。而在券商股中，第
一创业率先冲击涨停，接下来次新券
商股中原证券也封死了涨停板。另
外，华安证券、西部证券和中国银河，
涨幅也都超过6%。

应该说，此前市场人气极度低
迷，而昨天券商股的启动，对激活人
气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说实话，
要想给券商股大涨找个合理的理由，

其实是很难的。此前，券商板块表现
非常低迷，而且证券公司的业绩也难
以支撑券商股有大行情。

那么，昨天券商板块为什么会突
然启动？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与几天
后即将召开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
会议有关。据媒体报道，全国证券期货
监管工作会议将在2月10日和11日召
开。而在这次会议中，证监会主席刘士
余将发表讲话，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
部署今年的重点任务。所以，昨天券商
股的突然启动，不排除就是主力机构
预期在监管工作会议上，券商行业或
许会迎来一些利好消息。

另一方面，虽然近期大市比较低
迷，但机构们对今年的“春季行情”都
有不错的预期。所以，如果主力机构
预计大盘会有行情，那么看多做多券
商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要知道，
A股市场这么多年来，但凡市场有级
别较大的趋势性行情，券商股从来都

不会缺席的。换句话说，如果有大行
情，券商股一定会表现。

反过来看，大盘的反弹行情要想
有持续性，券商股行情的持续性也比
较关键。所以接下来，对于券商股反
弹的持续性，有必要重点关注。就昨
日的表现来看，券商股主要还是次新
券商股表现更强，老牌券商股并不算
太强，所以对于券商股行情的持续
性，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

本周初，达哥将近期行情定性为
“个股行情”，利空消息处于空档期，
但指数上方也有压力，因此指数可能
将以一种震荡的方式曲折推进。但在
这个过程中，不同热点将频繁涌现。
而到现在为止，我对行情的判断依然
没变。经过昨天市场的反弹，似乎行
情又有了一些转机，尤其是券商股的
启动，让不少已有些心灰意冷的朋友
重新看到了希望。 （张道达）

热闹的鸡年春节大假结束，外
出访亲、游玩的人都回到了工作岗
位继续新一年的打拼。这个春节，出
行前人们在自身的保险保障上有哪
些支出？哪些险种成为“过年”标配？
近日，第三方保险服务平台慧择网
发布了一份《2017春节出行保险大
数据报告》。根据报告显示，2017年
春节人均支出保费为270元；而在险
种方面，意外险和包含急性疾病医
疗的产品最受欢迎。

根据慧择网的《报告》数据显
示，2017年春节出行人均支付保
费 为 270 元 ，与 2016 年 相 比 上 涨
156%，人均花费的增长主要集中
在高品质出境游的保险产品上。
在全国各城市的投保数据中，上
海人的保险投入最“大方”，人均
支出保费为326元，其次为北京、
广州、深圳和成都。

境外游的投保保费方面，2017

年春节出境旅游时购买保险产品的
花费比去年猛增285%，最受欢迎的
国家依次是泰国、日本、美国、澳大
利亚等，人均购买保险产品的保费
为309元，订单数量远超国内游购买
保险数量的10倍。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难免大吃大
喝，而外出旅游频频尝鲜也容易引
发一些急性疾病。数据显示，除了传
统的意外险依然热卖外，春节期间
另一大受欢迎的险种是包含急性疾
病医疗的产品。《报告》显示，在选择
境外游的人群中，投保保险时能够
保障包含既往病史和提供境外医疗
直付的保障产品持续畅销，特别体
现在目的地为欧美等发达国家，这
跟国外昂贵的医疗费用不无关系。
此外，救援服务也是用户关注的保
障，很多客户也倾向于选择知名的
品牌保险机构购买保险产品。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春节过后，人们又开始繁忙
的工作。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
春，无论是重新开工，开店创业还
是扩大经营，都少不了花钱的地
方。如何解决新年后资金紧缺难
题，为全年工作打好基础？急需贷
款 的 个 人 和 企 业 主 不 妨 拨 打
028-86748844，或直接去个贷中
心（位于体育场路2号成都银行
4-7楼），额度高、放款快速、有无
抵押都能轻松贷到款，贷款最高
额度可达3000万元。

■有房就能免费贷
只要大成都市有房就可办

理，有证、无证都能申请20万元信
用贷款，无需手续费，立即拨打
028-86748844免费咨询办理。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可凭

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月息
最低2.5厘；也可通过社保公积金
放大贷；还可用个人商业保单贷
款，年缴保费放大60倍，可同时受
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

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
贷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
款车、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
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
理；资料齐全，当天可放款。

贷款品种包括信用、保单担
保、动产抵押、不动产抵押、车贷
等组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款品
种。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2.5小时
如果是有车一族，急需周转

资金，也可拨打028-86748844申
请汽车贷款。资料审核完毕，最快
2.5小时贷到款，月息低至8厘。个
贷中心现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
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GPS
的车都可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市民张先生急需要资金周转，
奔驰车被查封，通过个贷中心向银
行申请到35万元的应急贷款。

■中国式合伙人
个贷中心聚焦全国中心城市

的发展战略，正逐步在昆明、贵
阳、泸州、重庆、西安、深圳、广州
等地建立集团分部。

个贷中心现开启中国式合伙
人的战略模式，欢迎各地有识之士
加入，一起在个贷中心的平台提升
自己与公司的价值，共同成长，共享
未来。合作热线：028-86748844。

新年开工有“红包”免费贷款找个贷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如果行情真的来了
这个板块绝不会缺席

Zara昔日中国区最大旗舰店关店

四川最大金融机构发信用卡了

春节出行人均支付保费270元
急性疾病产品最受追捧

上游零部件进入涨价周期
手机、电视纷纷“跳”价

昨日，四川省金融工作局揭
牌成立，并被单独设置为省政府
直属机构。对于此次设立四川省
金融工作局，四川省委编办政府
机构编制处负责人表示，这是省
委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重大决策
部署，在西部地区是创新之举，目
的是适应四川到 2020 年基本建成
西部金融中心工作的需要。他表
示，四川省金融工作局的成立是
为积极响应四川建设西部金融中
心提供机构编制保障，助推全面
创新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省金融工作局欧阳泽华在发言

中也强调，省金融工作局挂牌后，将
围绕“一体两翼”扎实抓好各项工
作，一体是指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两
翼是指服务实体经济，做大做强金
融产业。此外，省金融工作局还将在
统筹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优化全省
金融发展环境、提升直接融资水平、
加强全省金融安全稳定监管、统筹
对全省地方政府金融工作的业务指
导，推进省市协同联动机制建设等
方面强化工作。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加速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四川省金融工作局成立

近两天，一组中登公司公布的
数据，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上周
A股持仓投资者数量跌破5000万。
这是自2015年6月19日，A股持仓
投资者数量首次突破5000万，并在
2015 年 8 月 28 日达到 5197.55 万的
高峰后首次跌破5000万关口。（注：
2015年6月12日，上证指数创下牛
市高点5178.19点）

不过，更值得关注的一组数据
是：2016 年 12 月末，从 A 股账户持
有人市值分布指标看，持有 1 亿元
以上市值的投资者账户数量，达到
4680户，已超过2015年沪指最高点
5178点时的纪录（4359户）。

上证指数从 2015 年的 5178 点
跌到目前的不到3200点，绝大多数
投资者仍然没有恢复元气，但为何
亿元级账户数量却出现了显著增
加？是什么原因让新增入市的超级
账户数量陡然增加？

市值50万~1亿元持有人数量
减少逾74万户

虽然最新数据显示，A 股持仓
投资者数量首次跌破 5000 万至
4993.61 万，但从整体上来看，持仓
投资者数量下跌的幅度并不算大。
数据显示，2016年初，A股持仓投资
者户数为5116.95万户，最新的数据
较之仅下降 2.41%。即使和 2015 年
大牛市最高峰5197.55万户相比，也
仅下降3.923%。

综合来看，持股市值在50万元
~1亿元的持有人数量减少最严重，
由 389.26 万户减少至 314.38 万户，
减少 74.87 万户，降幅为 19.235%；
而持股市值在 50 万元以下的持有
人 数 量 从 4556.7194 万 户 增 加 到
4615.9407万户，增幅为1.299%。

亿元级账户逆势增长
超过5178点时水平

相比持股市值在50万~1亿元
的持有人数量大跌近20%，亿元级账

户数量在2015年大牛市后虽然也曾
一度出现暴跌，但随着市场的恢复，
增长十分明显，目前已超过2015年6
月股市高点5178点时的水平。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12月末，持股市值1亿
元以上账户数为4680户；而2016年1
月末，持股市值1亿元以上账户数为
3592户，增幅达到30.3%。而2015年6
月末，持股市值1亿元以上账户数为
4359户。持股市值1亿元以上账户数
在2016年的显著增长，使得该账户
数在2016年12月时超过了2015年6
月时上证指数在5178点时的水平。

相比较而言，持股市值在 1 亿
元以下的其他类型的账户数量，虽
然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其增长的
速度均远远小于持股市值 1 亿元
以上的速度，而且其恢复的程度也
小得多。

亿元级账户逆势增长背后：
机构账户增长25.41%

在 2016 年亿元级别账户大增
30%的情况下，《每日经济新闻》记
者根据中登公司公布的数据统计发
现，2016年1月初以基金、保险、信
托为代表的机构及产品A股账户数
合计 17.1689 万户，而 2016 年 12 月
末上述机构账户数增长到 21.5307
万户，增幅为25.41%。

分开来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公司专户理财产品、信托、保险、证
券公司集合理财、证券公司、企业年
金、RQFII、QFII、社保基金 2016 年
新开账户数分别为 2.4448 万户、
9991 户、3614 户、2010 户、1874 户、
914户、518户、136户、107户和6户。

2016 年 12 月末较 2016 年 1 月
初 分 别 增 长 128.45% 、41.87% 、
14.20% 、70.92% 、32.00% 、1.07% 、
7.58%、14.44%、10.91%和 1.94%。从
增长幅度来看，证券投资基金、保
险、基金公司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
司集合理财 2016 年新开账户增长
较为迅速。

在2016年二级市场并不理想的
情况下，为何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
的A股账户反而逆势暴涨30.3%，甚
至超越上证指数 5178 点时的水平，
其中原因又是什么？为此，《每日经
济新闻》记者展开了调查。

猜想一：网下打新需要？

2015 年 11 月，证监会在股市大
幅调整后重启IPO，并实施新一轮的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取消了新股
申购预缴款制度，使得打新成本大
幅降低，更多的投资者可以参加新
股申购。去年下半年以来，新股发行
速度明显加快，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
资者的打新情绪高涨，相应的网下打
新门槛也随之水涨船高。

在网下打新门槛不断提高的背
景下，那些有志于参与网下打新的大
资金投资者也必然面临提高账户所
持股票总市值的局面。而按照目前普
遍的5000万元，甚至6000万元的申
购门槛，如果要同时在沪深两市都参
与网下打新的话，所持股票的市值至
少要在1亿元，甚至是1.2亿元。

猜想二：大资金进场抄底？

也有分析指出，亿元级账户剧
增源于大资金进场抄底所致。2016
年下半年，1亿元市值以上账户数增

长的速度，要明显快于上证指数上
涨的速度，这或许说明 2016 年下半
年有场外资金开始入场。

此外，另一个因素也不能忽略，
那就是2016年以险资、产业资本为代
表的大资金一度在资本市场十分活
跃。根据东方财富Chioce数据粗略统
计发现，截至2016年12月30日，有63
家上市公司被各路资本举牌98次，涉
及总金额达到843.67亿元。2016年产
业资本共举牌27次，涉及14家上市
公司，耗资约330亿元。上述各路资金
的举牌潮客观上也造成了2016年亿
元级别账户的大量增加。

针对持股市值亿元级别账户大
增现象，经济学家宋清辉对《每日经
济新闻》记者表示，“其中原因或有
两个方面：一是投资者看好 2017 年
的经济形势。二是A股正在静待养老
金入市的春风刮起，目前的市场投
资者亦为养老金入市做好了准备，
这是明显的‘羊群效应’。”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对记者表示，“我认为其中的主
要原因是由于近来包括楼市、债券
市场、实业没有太好的投资机会而
股市此前完成了去杠杆的动作，从
这些地方出来的大资金流入股市所
致，简单地说就是机构在进场、散户
在离场。” （每日经济新闻）

持股市值在50万元~1亿元的持有人数量减少
最严重，由389.26万户减少至314.38万户，减少
74.87万户，降幅为19.235%。

截至2016年12月末，持股市值1亿元以上账户
数为4680户，增幅达30.3%。以证券投资基金、保
险、基金公司专户理财产品等增长较为迅速。

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由于近来包括楼市、债
券市场、实业没有太好的投资机会，从这些地方出来
的大资金流入股市所致。”

去年亿元级账户数量剧增
源于网下打新、大资金抄底？

减少/

增加/

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