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下午，沪指一度冲过3390点，
感觉很快就要突破3400点关口。然而，
锂电池等热点板块早上还在涨停，下
午就来了个大幅跳水。好在有大盘指
标股护盘，最终沪指勉强上涨3.07点，
以3379.49点报收。正是由于昨天的剧
烈震荡，沪市放量到 3250.2 亿元。近
期，市场虽然热点多多，但感觉市场情
绪有些浮躁。当前市道下，究竟应该如
何应对？

前天，在消息面刺激下，整个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上的个股暴涨，几十只
个股涨停。从昨天的市场表现来看，锂
电池板块中的几只大牛股先是保持强
势，但在一度冲高后开始回落，有些个
股跌幅还比较大，比如亿纬锂能、天齐
锂业、赣锋锂业、杉杉股份等。从昨天
整个锂电池板块指数来看，上午涨幅

达 2.9%，收盘下跌 0.88%，这个震荡幅
度很伤人气。相比之下，充电桩板块虽
然也是冲高回落，但最终该板块指数
还是上涨1.2%，继续创出新高。

其实，之所以热门题材股昨天会
冲高回落，除了获利盘兑现利润之
外，还有一个原因不得不提，那就是
前期的大牛股方大炭素昨天又冲了
一下。方大炭素一度大涨超过 9%，创
出新高，吸引了不少活跃资金的注
意，也营造出一种题材炒作近乎疯狂
的氛围。

题材股的跳水，拖累大盘也迅速
走低，沪指最高涨到3390点，似乎3400
点已经在招手了，结果没过多长时间，
就回到3370点。沪指这20点的下跌，说
多不多，说少也跌得有点伤人气。尾
市，总算有金融股出来护盘，最终沪指
还是收了个红盘。

说实话，昨天银行股和保险股真
的立功了，就连券商股都有所表现。
除了金融股外，白酒股昨天也明显反

弹。贵州茅台连续两天反弹，二线白
酒股表现更强，酒鬼酒涨停、水井坊
大涨 9.83%、山西汾酒和沱牌舍得涨
幅都超过 7%。之前，达哥曾经说过，
上周白酒股连续调整了一周，天天
跌，算是进行了充分调整。而接下来，
国庆节和中秋节将至，白酒销售的旺
季即将来临，在这样的预期下，白酒
股可能会有所表现。

前面提出了一个问题，近期虽然
热点多多，但感觉市场情绪有些浮
躁，当前市道下，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我个人的观点是，首先要对当前行情
的性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大盘站上
3300 点，虽然不敢断言牛市来临，但
对强势行情这一观点应该是不会有
太大分歧的。所以，现在的行情依然
是机会大于风险。

其次，虽然沪港通、深港通等北上
资金在持续流入，养老金账户也已建
仓 A 股，但增量资金大规模介入的迹
象还不明显。所以，在这样的资金面情

况下，市场能够维持的就是主力机构
依靠大盘蓝筹股稳住指数，游资热钱
轮番炒作各种热点。

最后，既然是各种热点板块轮
炒，那么普通投资者肯定是要参与
的。但参与时一定要把握好节奏，波
段操作，相对低位果断介入，市场情
绪过于亢奋时，也要果断了结。现阶
段的行情，对大家的操作技巧要求会
比较高，一味追涨杀跌，可能不一定
会有好的效果。 （张道达）

宏达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为著名川商刘沧龙。宏达股
份于2001年上市，为四川老
牌上市公司，以锌开采、冶炼
及磷化工为主导业务。目前，
第一大股东宏达实业持有宏
达股份约5.46亿股股票，占
股比例为26.88%；第二大股
东为新华联控股，占股比例
为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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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达股份实控权或变更
泰合集团浮出水面

近年来，兴业银行成都分
行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推
进中小微企业领域金融服务，
结合小企业资金需求急、担保
度低等特性，主动调整经营策
略，完善小企业专属机制，着力
提升小微企业业务的专业经营
能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初步建
立起符合小微企业商业发展模
式的系列信用业务产品。

据了解，兴业银行成都分
行结合郫县豆瓣产业特点，深
入调研，创造性地推出行业集
群“全厂质押”融资产品。该模
式将企业的土地、厂房、存货、
股权、商标使用权等资产进行
有效整合，作为其在银行申请
贷款的考察要素及担保方式。
产品的主要优点包括：1、突破银
行传统担保方式，将存货质押
（原料、半成品、成品）作为企业
融资的担保方式之一，解决了豆
瓣行业中普遍存在的有效抵押
物不足的难题；2、单户最高可获
3000万元授信额度，可满足行业
中大部分企业的需求；3、按照郫
县豆瓣发酵生产周期长的特点，
将单笔贷款期限设定为2年。

“全厂质押”模式一经推
出，便获得了郫县豆瓣行业的

普遍欢迎和一致好评。今年6
月，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
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主
任刘萍到郫都区考察农村金融
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时，对
该行这一创新贷款模式给予高
度肯定。截至目前，该行已为郫
县豆瓣行业企业累计发放贷款
40余笔，贷款额近4亿元，以实
际行动助推当地特色产业和小
微企业发展。

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有关负
责人介绍，为支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该行已配套施行一系列
体制机制改革，逐步建立起标
准化管理、工厂化作业、多元化
融资的小微金融业务体系。通
过专业团队的运作，围绕产业
链、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融资
需求特点，积极探索供应链融
资、资金池融资等新型融资方
式。积极创新担保方式，包括：
动产抵押、存货质押、收费权、
经营权、股权、知识产权、应收
账款等灵活多样的抵质押担保
方式，满足重点产业和新兴产
业中自主创新型小企业客户

“短、频、急”的资金需求，缓解
小微企业资金难题。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南
方航空获悉，9月15日将亮相
2017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进
出口商品展的南方航空宣布
在成都成立四川分公司。目
前，成立四川分公司的内部文
件已下发。届时，成都不但聚
齐国航、东航、南航“三大航”，
落户成都的大型航司还将增
至9家。形成国航西南分公司、
四川航空、东航四川分公司、
成都航空、西藏航空、深圳航
空四川分公司、祥鹏航空成都
分公司、今年刚注册成立的神
鸟航空、南航四川分公司的浩
大航司规模。

南航方面表示：“为进一步
增强服务西南市场的能力，更
好地服务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在集中统一大运行模式下成
立四川分公司。”

随着南航四川分公司的成
立，南航在川的发展步伐将逐

渐加快，运力投入、资源设施以
及与之相配套的各项业务将陆
续展开。此外，还将打造成都至
北京、广州、深圳的空中快线，
并增加国内主要城市、经济发
达城市的直达航班，探索开通
成都至四川省内旅游城市航
线，并在不断完善和丰富航线
的基础上，逐步开通成都至拉
萨等地的高原航线。

据了解，在西博会参展期
间，南航还将现场与四川航空
签署《机务航线与维修合作意
见书》，加强与川航的合作交
流，携手推动中国西部发展及

“一带一路”战略，共同打造安
全第一的航空服务品牌。

之前南航在成都的分支机
构一直是营业部，升级成立为
分公司后，对南航在成都运营
的飞行保障、效能提升、管理拓
展、降低飞机“过夜”成本等方
面都有积极意义。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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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材股跳水 当前市道下咋操作？

兴业银行成都分行
创新小微融资新模式

南航将成立四川分公司
落户成都的大型航司增至9家

10月1日前，保险公司要对“快速返还型”年金保险等产品完成自查和整改——

停售将至 短期理财型保险还能买吗？

今天凌晨，全新 iPhone 揭
开面纱。作为iPhone在中国最
大的线上零售商，京东表示，京
东平台在全新 iPhone 发布当
天（今天）即开启预约，并与
Apple官方时间同步首发。

昨日，权威调研机构赛诺
数据发布《2017 年 1 月~6 月
iPhone中国销售数据报告》，数
据显示，在中国所有线上销售
渠道中，京东以 47%的份额占
据行业第一，京东成为 iPhone
在中国最大的零售商。

为 了 给 消 费 者 更 好 的
iPhone 消费体验，京东于 2014
年推出“京东白条”服务，并将
白条免息服务第一次运用到
iPhone 6 及 iPhone 6 Plus 产
品上，即通过京东平台使用白
条购买iPhone产品，可以享受
分期付款免利息的优惠。以
128G 的 iPhone 7 Plus 为例，
去 年 双 十 一 期 间 京 东 售 价
7488元，使用京东白条购买可
享受12期免息优惠。

除了白条服务外，京东始
终重视数据的严谨性及真实
性，采用“天网”风控系统，严防

“恶意订单”、“黄牛囤货”、“商
品刷单”等现象，营造公平公正

的消费体验。与此同时，京东庞
大的自营物流体系，能够最大
限 度 减 少 消 费 者 线 上 购 买
iPhone 后的等待时间，尤其是

“京准达”的推出，极大满足了
用户在京东购买 iPhone 的消
费体验。

随着本次 iPhone 新品对
外发布，记者了解到，作为中国
Apple 官方授权最大的 iPhone
零 售 商 ，京 东 平 台 在 全 新
iPhone发布当天（今天）即开启
预约，并与 Apple 官方时间同
步 首 发 。另 外 在 京 东 购 买
iPhone新品的用户可以享受以
旧换新、白条新用户12期免息
券以及 Plus 会员返全品类券、
京东支付指定银行 88 倍积分
回馈等优惠，并且京东推出“1
小时达”服务，国内部分城市可
享受极速送达服务。

除iPhone新品的售卖外，
京东 App Store充值卡旗舰店
也将为果粉提供便利安全的充
值服务。官方发行的充值密码
可直接于 App Store 充值兑
换，无需用户将Apple ID及密
码提供给第三方进行充值，保
证账号的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 严薇

四川老牌上市公司宏达股份（600331）
实际控制人或发生变更。9月12日，宏达股
份因重大事项宣布停牌，公司称接到第一大
股东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
达实业”）和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泰合集团”）的通知，获悉宏达实业
正在进行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宏达股
份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宏达股份发公告
公司股票昨日起停牌

宏达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为著名川商刘
沧龙。宏达股份于2001年上市，为四川老牌
上市公司，以锌开采、冶炼及磷化工为主导
业务。目前，第一大股东宏达实业持有宏达
股份约5.46亿股股票，占股比例为26.88%。
第二大股东为新华联控股，占股比例为
9.84%。其余股东金花投资、科瑞集团、百步
亭集团、四川濠吉食品、成都科甲投资均持
股4.92%。

据宏达股份半年报披露，公司上半年营
业收入21.37亿元，同比增加44.04%；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 亿元，同比增加
395.15%。

宏达股份表示，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 9 月 12 日起停牌，不超过 5 个工作日。公
司承诺将督促宏达实业尽快确定上述事项，
并在5个工作日内，公告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申请复牌。

公告提及泰合集团
宏达股份实控权或变更

宏达股份本次公告中提及泰合集团。泰
合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新一代知名川商王仁
果。王仁果是四川广安人，1972 年 11 月出
生。集团官方网站显示，公司始创于 1995
年，现控股参股多家上市公司、两家民营银
行、自持和管理21家高星级或主题式酒店，
控股3所职业院校，参股多家金融机构及拥
有30多家各类子公司。

金融产业为泰合集团的核心主导产业。
其作为主发起人并控股广安思源农商银行，
是邯郸银行、四川仪陇农商银行的主要股
东，同时参股巴中农商行、广安恒丰村镇银
行等多家金融机构。此前，泰合集团已入主
四川上市公司华神集团，并更名为“泰合健
康（000790）”。

在成都，泰合集团拥有泰合国际财富中
心、泰合国际金融中心、泰合索菲特大饭店
等知名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京东今天开启全新iPhone预约
与Apple官方时间同步首发

泰合集团实际控制人为
新一代知名川商王仁果。该
集团官网显示，公司始创于
1995年，现控股参股多家上
市公司、两家民营银行、自持
和管理21家高星级或主题式
酒店，控股3所职业院校，参
股多家金融机构及拥有30多
家各类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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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下称交易商协会）发布公告称，信托
公司经市场评价获得承销业务资格
的，可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承销业务。不过公告显示信托公司参
与市场评价也有一定门槛。根据《评
价规则》第十五条规定，近三年内有
下列情形的，不得参加市场评价：1、
因违法违规受到刑事处罚或重大行
政处罚；2、因涉嫌违法违规正被相关
主管机关立案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
期间；3、因违法违规给市场造成严重
后果。其次，信托公司想要获得承销

业务资格，还要符合一定标准。根据
交易商协会发布的公告显示，评价标
准一共分3部分，分别是机构资质及
业务评价、市场评价、交易商协会秘
书处评价，所占分值分别为60分、25
分、15分。

参与评价需要门槛，获得资格需
要符合标准，那信托公司开展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意义如
何？对此，华融信托研究员袁吉伟表
示，此类业务对信托公司意义重大。
首先，银行间市场承销业务具有较大
发展潜力，近年来承销业务市场空间

非常大；其次，承销业务有利于扩展
信托公司业务空间，尤其是中间业
务，拓展新的收入来源，也有利于支
持信托公司转型；此外，对信托公司
提升服务优质客户能力和业务模式
的非标转标也有利好。

虽然开展此类业务对信托公司
意义重大，但也并非所有的信托公司
都能开展。袁吉伟表示，监管评级高、
整体规模高以及债券业务量大的信
托公司更可能被授予承销资格，预计
首批获得资格的信托公司或不会超
过10家。 （每日经济新闻）

信托公司获得银行间市场承销“准入证”

一大波保险产品将停售，短期理
财型保险首当其冲，保障型产品将成
主流。老百姓关心的是，短期理财型保
险还能买吗？

一大波保险产品即将停售

根据保监会 5 月发布的“134 号
文”，即《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
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知》，10
月1日前，保险公司要对“快速返还型”
年金保险等产品完成自查和整改。

记者采访多家保险公司了解到，
部分公司已经停售与通知规定不相符
的产品，个别公司正抢抓最后的时间
搞“促销”冲保费。

目前市场在售的一些年金保险以

“主险分红型年金+附加万能账户”形
式为主，期限短，即交即领，具有快速
返还、收益高等特点，受到部分消费者
青睐。

专家表示，在10月1日之前，这些
理财型保险产品仍是合规产品，消费
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但这些产
品保障成分较低，“收益率”也在下降，
不是投资首选，要做好权衡。

短期理财型保险产品将停售，保险
公司必须在开发符合监管要求的新产
品上下力气了。南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
险学系教授朱铭来认为，保险公司开发
设计保险产品时更多要往“保障”这个
方向上靠，也就是说，目前市场上的理
财型保险产品可能要进行重构。

保障的归保障，理财的归理财

近年来，个别公司的万能险等产
品发展走了样，把本是长期保障型的
产品做成了短期理财型产品，成为此
次整改的主要险种。记者走访中国平
安、新华保险等保险公司发现，“134号
文”对这些长期以来坚守“保障”的公
司影响不大，他们的一些做法值得中
小公司借鉴和学习。

专家表示，万能险之所以“万能”，是
因为它可以被设计成各种类型的产品。
如果设计成定期交费、保额适当的产品，
保障期限拉长了，保障范围扩大了，保障
额度大幅提高，它就和终身寿险没有差
别了，这也是万能险转型的有效方法。

华夏保险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司
正按监管要求调整产品结构，压缩理
财型产品规模，将长期期交与风险保
障作为业务发展重点。到8月31日，中
短存续期产品保费占比下降至17%。

保障的归保障，理财的归理财。未
来保险产品名称将更清晰明了，产品定
名、产品说明书以及相关产品宣传材料
中不得包含“理财”“投资计划”等表述。

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对违反监管规定开发设计人身保险
产品，或通过产品设计刻意规避监
管规定的，保监会将依法采取一定
期限内禁止申报产品等监管措施，并
严肃追究公司总经理、总精算师等责
任人责任。 （据新华社）

公司将督促宏达实业尽快确
定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内
公告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筹划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停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