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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通今开通 互联互通进入“2.0”
今日，通过深港通下的港股通可买417只港股股票，通过深股通可买到881只A股股票

为支持企业发展、大学生自主
创业，个贷中心继续提供免手续费
贷款，不仅放款快、额度高，而且利
率极低。急需贷款的个人和小微企
业拨打电话028-86748844，或至体
育场路2号成都银行4~7楼（天府广
场旁）申请银行贷款，都有机会享受
利息低至3厘的贷款产品，最高额度
可达3000万元。

免手续费 有房就可贷
只要大成都市有房，就能申请

20万元信用贷款，安置房、按揭房、
全款房、全款合同房只要有房都可
贷，无需手续费，免费办理！立即拨
打028-86748844咨询办理。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轻松办贷款，想贷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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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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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办理银行贷
款；资料齐全，当天可放款。

个贷中心推出了包括信用、保
单担保、动产抵押贷款、不动产抵
押、车贷等组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
款品种。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
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何利息。一
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周转

资金，也可拨打028-86748844申请
汽车贷款。资料审核完毕，最快两
小时贷到款，月息低至8厘。个贷中
心还打通各家银行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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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张先生急需资金周转，奔驰
车被查封，不到半小时，通过个贷中
心向银行申请到35万元应急贷款。

只要你想贷款，不管有无抵押，
只 要 拨 打 个 贷 中 心 电 话
028-86748844，我们都将为你获得
极低利息的银行贷款。贷款、工商、
资质升级，企业一站式服务，就在个
贷中心。

粉红势力进化论：
何为粉红？如何势力？

自2008年中国风开始席卷全球，到2012年
时尚电商崛起，再到现在的95后独掌个性大权，
崛起的中国时尚人群以及回应他们时尚需求的
外部力量，正在共同推动着一场属于中国潮流
思想的“文艺复兴”，他们合在一起，就是代表国
人时尚苏醒的“粉红势力”。

而在其中，时尚特卖电商唯品会见证并参
与了几乎每一场“粉红势力”推动下的时尚变
革：2008年网站上线，开拓“线上特卖”模式；
2010年以高素质专业时尚买手团队和非常态全
自营仓储物流体系，满足平民时尚“吞吐量”；
2012年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坚定“精选品
牌、深度折扣、限时抢购”的时尚特卖决心；2014
年至今在全球化背景下，加速“买全球，卖全球”
步伐。

8年的时间里，唯品会与这些“粉红势力”共

同成长，对商品品牌、品质和服务不断升级，并
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扩土”，俨然已成为“粉红势
力”追求时尚的常用“入口”。

粉红行为学：
唯品会大数据解读个性化时尚洞察

唯品会研究院基于对用户时尚行为、态度
的数据洞察和分析，结合6位时尚顾问在行业内
的积累，总结出属于当代时尚人群的“30条粉红
行为法则”，从情感、生活方式、家庭三方面，展
现了唯品会对用户时尚诉求的准确把握，而在
这份时尚数据分析和洞察下，这群“粉红势力”
的轮廓也逐渐清晰。

唯品会及唯品会研究院数据研究发现，“为
对方的时尚买单”成为当代情侣和夫妻之间情
感保鲜的一种方式。据《报告》显示，在唯品会男
性用户中，有28%曾购买过口红、眼影、腮红等
彩妆类商品，而每月由男性用户下单购买的女

性商品更是高达75万单。
“品质”、“时尚”、“精致生活”等诸如此类的

关键词已逐渐成为无处不在的生活哲学，并渗
透到消费者的衣、食、住、行、用、旅等消费的方
方面面。据《报告》显示，有31.6%的唯品会用户
购买如西装、风衣、公文包、一步裙等通勤装，其
中呢子大衣、牛津布衬衫、牛皮邮差包等款式也
成为他们上班路上的心头好。

同时，据《报告》显示，除了90后新客不断增
长，唯品会45岁以上用户人数也在不断壮大，平
均每年增长人数超过50万，增长率近17.3%。

粉红势力榜：
“惊喜”榜单献礼“12.8”周年庆

基于对“粉红势力”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
求的洞察，唯品会以过去一年中的用户大数据
为基础，结合邓立、李静、刘希平、张驰、苏红、徐
峰立等时尚顾问的观点，为用户总结出了年度

国际奢品榜、年度商场必Buy榜、年度潮流风尚
榜等榜单，全方位盘点最“种草”的时尚单品，在

“12.8”周年庆期间，为用户提供了一份诚意满
满的“愿望清单”。

在 国 际 奢 品 榜 Top 10 榜 单 中 ，Tory
Burch、Armani、Ferragamo、Gucci等品牌，凭借
在服饰、美妆、箱包等品类的出色表现位居前
列；在年度商场必Buy榜上，一些耳熟能详的
品牌，如马天奴、Columbia、萃华CUI HUA、
Elizabeth Arden、巴拉巴拉等都榜上有名；而在
年度潮流风尚榜单中，明星设计师品牌和时尚
潮牌备受关注，如吉承自创品牌JI CHENG、
D2C、Paul Frank、密扇等品牌均在年轻用户群
中收获不俗口碑。

在唯品会成立八周年之际，唯品会研究院
推出的这份报告，不仅是对8年时尚之路的总
结，更为接下来打造真正懂用户的“时尚生活方
式平台”提供了指引。唯品会俨然已由曾经的时
尚特卖平台，转化成“粉红势力”的时尚阵地。

（郭晶晶）

个贷中心续演
不收费时代

唯品会“12.8”周年庆发布“粉红势力”洞察报告
在即将到来的“12.8”八周年

庆前夕，唯品会研究院发布了
《“ 粉 红 势 力 ”的 苏 醒 ：
2008-2016中国时尚洞察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不仅
汇聚了唯品会多年所积累的用户
数据和时尚观察，更集结了包括
《嘉人》杂志主编邓立、知名主持
人李静、著名时装设计师张驰在
内的6位唯品会研究院时尚顾问
的独到观点，可谓“干货十足”。

《报告》依据对唯品会大数据
的梳理，展现了中国时尚发展的
“大趋势”，和以女性为代表人群
的时尚生活方式的“小洞察”，形
成“粉红进化论”、“粉红行为学”
和“粉红势力榜”三大维度，全方
位解读消费升级下崛起的中国
“粉红势力”！

2014年开通的沪港通，让内地投资者
可以买到恒生综合指数大型及中型成分
股，共计315只股票。而今日开通的深港
通，部分恒生综合指数小型成份股（以下
简称“恒指小型成份股”）也成为了标的。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虽然只是
恒指小型成份股，但是有很多内地投资者
耳熟能详的企业，如李宁、金蝶等。此外也
有股东背景深厚的企业，如华谊腾讯娱
乐、招商局置地等，这些都成为市场关注
的焦点。在深港通开通后，还有哪些港股
值得投资者关注呢？

天鸽互动（01980，HK）
港股中的宋城演艺

除了在网络视频娱乐方面开展业务
外，天鸽互动还在互联网医疗上开展积极
的尝试。近期公司还在积极参与“网红经
济”，开展移动直播业务。在深港通开通
前，公司股价就已经“起飞”。

网龙（00777，HK）
纯正的网游公司

迄今为止，网龙已成功开发并运营了
几十款大型网游，包括《魔域》《征服》《机
战》《投名状Online》《幻灵游侠》等。目前正
在向在线及移动教育市场发展。2015年收
入12.72亿元，同比增长32.1%。

五龙电动车（00729，HK）
背靠“大山”的电动车生产商

五龙电动车是一家综合电动车生产

商，2016年4月至9月收入5.07亿港元。值得
注意的是，今年2月份，中信集团完成了对
五 龙 电 动 车 股 份 的 认 购 ，目 前 持 股
35.58%。此外，李嘉诚也持股4.93%。

中广核新能源（01811，HK）
主营清洁能源的生产

中广核新能源是中广核集团发展及
经营非核清洁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
全球唯一平台。并拥有收购中广核非核发
电项目的权利。公司2015年收入11.52亿美
元，净利润1.04亿美元。

智美体育（01661，HK）
独特的体育行业股

主要从事体育赛事运营、筹办、管理
及推广，2016年年初获取了全国篮球联赛
（NBL）四年的商业运营权。2015年获取收
入6.81亿元，净利润5079万元。

金蝶国际（00268，HK）
获京东入股10%的软件企业

主要经营管理软件业务，为众多企业
及政府组织提供管理咨询和信息化服务，
与亚马逊、金山软件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公司2015年营业额为15.86亿元，利润
为1.06亿元。2015年5月京东入股，拥有其
10%的股份，引起业内关注。

华谊腾讯娱乐（00419，HK）
身后“明星”云集

第一大股东华谊兄弟持股18.17%，腾

讯持股15.68%，马云和虞锋也通过旗下基
金也持股5.13%。2015年，公司持续经营业
务收入1.23亿港元，亏损4.94亿港元。

李宁（02331，HK）
扭亏为盈的传统老牌子

2015年已经成功扭亏为盈，2016年
上半年公司收入35.96亿元，纯利润为
1.53亿元。目前李宁先生出任公司主席
及代理行政总裁，并通过提升产品体验、
购买体验、运动体验等建立持续的品牌
核心竞争力。

招商局置地（00978，HK）
招商局旗下的地产旗舰

是招商局集团在房地产的旗舰公司。
2015年全年销售额为89.5亿元。截至2015
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土地储备约643万平
方米。

百富环球（00327，HK）
电子支付设备供应商

百富环球是电子支付销售终端供应
商。2015年收入28.7亿港元，同比增长21%；
净利润达6.2亿港元，同比增长58%。

福寿园（01448，HK）
内地殡葬第一股

内地殡葬业第一股。2015年公司收入
11.08亿元，公司拥有人净利润达2.84亿
元。目前福寿园的墓园及殡仪设施已遍布
15座城市。 每日经济新闻

深港通在今年8月16日获批后，经过
近4个月的准备，今日终于正式开通。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在深港通开
通前夕就表示，“如果说两年前开启的沪
港通是互联互通机制的1.0版本，为我们开
创了一种全新的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模式，
那么今日的深港通将引领我们进入互联
互通2.0时代。港交所通过与深交所、上证
所的互联互通，共同搭建起了一个总市值
70万亿人民币的庞大市场。”

ETF将被纳入投资标的

深港通开通首日，通过深港通下的港
股通可以买到417只港股股票，包括恒生
综合大型股100只、恒生综合中型股193
只、恒生综合小型股95只、不在上述指数
成份股内的A+H股29只，约占香港联交所
上市股票市值的87%，日均成交额的91%。

而香港投资者也可以通过深股通买
到881只A股股票，包括深市主板267只、中
小板411只、创业板203只，约占深市A股总
市值的71%，日均成交额的66%。深港通标
的股票名单，将在深交所、香港联交所网
站专栏公布并及时更新。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排除恒
生综合大、中型股成份股已经在沪港通机
制里以外，恒生综合小型股成份股，部分
AH股及深市的A股共计上千只个股将首
次通过互联互通机制面向另一地市场的
投资者。此外，除了现有的股票，互联互通
机制还将把ETF纳入投资标的。

对于深港通的开通，李小加表示：“我
衷心感谢大家对于深港通筹备工作的鼎
力支持，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新的互联
互通里程碑。深港通将为两地投资者带来
更多投资机遇和便利，也将为两地市场的
共同繁荣续写新的篇章。”

深交所理事长吴利军也表示，深港通
方案获批，标志着资本市场在国际化、法
制化、市场化方向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加强
内地与香港的合作，提升两地市场的国际
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小散户暂时无缘港股

深港通的开通，自然是我国资本市场
发展的一件大事。但是，对于内地的个人
投资者来说，仓促进入港股市场并非明智

之举。首先，在香港炒股是“T+0”交易，此
外港股并没有涨跌幅限制。与此同时，在
香港市场随时可能面临做空机构的光顾，
在“老千股”（主要指大股东不以做好公司
业务来盈利，而主要通过玩弄财技和配
股、供股与合股等融资方式损害小股东利
益）不少的港股市场，投资者资金极易受
到损失。就算此前市值较大的沪港通下的
港股通标的，也有被做空机构做空导致股
价暴跌的例子。

另外，港股市场都是高手（机构）云集
的地方，如果只是单纯想去港股市场“捏
软柿子”恐怕不能如愿。因为港股市场与A
股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并不一样，在A股市
场主要是散户为主，而在港股市场则主要
以机构为主，其中海外机构又占了很大的
比例，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大鳄们几乎都一
定程度参与了港股操作。

最后，也是最实际的问题，即资金问
题。港股通方面，投资者适当性要求与沪
港通完全一致，参与的投资者必须是机
构投资者，及证券账户、资金账户余额合
计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的个人投资者。
所以资金量少于50万元的散户仍无缘投
资港股。 每日经济新闻

上周末，证监会主
席刘士余发表了关于

“野蛮人”的重要讲话，
随之成为市场焦点，那
么这将对本周的行情带
来怎样的影响？达哥与
牛博士就此展开讨论。

牛博士：达哥，你好！上上周以来，你就开始
提出谨慎的观点，并认为大盘面临调整。上周，沪
指果然在3300点下方展开震荡。对近期市场的调
整，你怎么看？

道达：上周，预料中的休整袭来，周线终结了
七连阳。但我始终认为，近期市场的休整，依然是
给大家优化持仓结构的机会。而在技术上短期调
整趋势较为明朗后，上周末的消息面又出现了新
的变化，在消息面与技术面共振的作用下，我认
为大盘短期调整可能还会继续向下寻求支撑。

牛博士：你所说的消息面，就是指证监会主
席刘士余的讲话吧？

道达：确实如此，刘士余可以说是“痛批”了
一些所谓“野蛮人”在证券市场上的野蛮收购。明
眼人都清楚，证监会主席痛批的对象，就是一些
利用来路不正的钱进行杠杆收购的保险资金。

有些专家认为，对于讲话不能过分解读，这
应该只是针对一些违规的机构。这里，达哥只是
想说一下这一消息将对行情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在近期这一波行情中，险资、举
牌、大盘蓝筹是重要的推动力。但现在既然有一
个行业的主管官员公开出来批评，想必后面出台
一些监管措施，还是很有可能的。

因此，这一消息的出现，会影响到举牌概念
股背后多头的心态。对这些多头而言，为了避开
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利空政策，其中一些多头肯定
是要减仓的。再加上上周五，大盘走势确实也不
太理想。所以，短期继续向下寻求支撑的可能性
是比较大的。

牛博士：你对中期行情怎么看？这是否意味
着行情有可能结束？

道达：其实，不仅仅是国内因素，欧洲的利空
因素也值得关注。目前，意大利正在进行修改宪
法的公投，而公投的结果，也将对意大利是否脱
离欧盟起到重要影响。这一不确定性因素，不仅
影响意大利自身，对欧洲、全球资本市场应该都
会产生连锁反应。

虽然市场进入调整完全在意料之中，但我认
为中线行情性质并不会因此发生改变。只要大盘
一直在年线上方运行，那么依然是多头强于空头
的市场。而短期技术面和利空消息形成的共振，
不会终结反弹的趋势，这只
是一个插曲而已。所以，我
们应该利用这波调整，继续
选股调整持仓结构。

如何选股？我认为，依
然是选择在调整中能够守
住年线的强势股。在操作
上，需要做的是制定详细
的操作计划，尽量不要踏
错节奏，影响到整体的投资
布局。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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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与技术共振
今日大盘不“保险”该咋办？

众多明星股“出没”新增港股通标的亮点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