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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服务哪家融资成本更低，
服务更好？快贷中心近期为企业、个
人提供优质贷款服务，活动期间，享
受免费服务咨询。急需贷款的个人
和企业主不妨拨打028-66623666
或去快贷中心（位于西安中路47号，
近宽窄巷子），有机会享受利息低至
3厘的贷款产品，贷款最高额度可达
3000万。

■到账快速 想用就用
做餐饮生意的朱先生，准备拿

下隔壁店铺扩大店面，资金一时周
转不灵，通过快贷中心的服务，150
万元隔天就到账，朱先生顺利抓住
了发展的宝贵商机。

■联合60余家银行提供贷款
快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

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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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就可放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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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揭车也可贷款
市民马先生急需周转资金，但

他名下的奥迪车被查封，马先生通
过快贷中心向银行申请，获得了20
万 元 的 应 急 贷 款 。拨 打
028-66623666向快贷中心申请汽
车抵押贷款，手续快捷，只要资料审
核通过，最快半小时就能申请贷款，
月息低至8厘。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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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都可以
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也能贷
快贷中心推出无抵押轻松贷，

市民可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
工薪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通过
单位购买的社保或公积金做放大
贷；还可用购买的商业保险，将年缴
保费放大最高60倍来办理应急贷
款。吴小姐急需资金，向快贷中心咨
询，凭借工资证明和银行流水，放大
60倍获得30万工薪贷款，解决一时
燃眉之急。

只要你想贷款，不管你有无抵
押 ，只 要 拨 打 快 贷 中 心 电 话
028-66623666，都将努力为你打通银
行渠道，拿到最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免费贷款 优质服务
就在快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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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车 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律师服务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四川泰和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中科支行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510050058601 ,账号
126623206877遗失,声明作废

房屋租售
●大慈寺路22号680平整层可分隔
写字间出租18011599386

求租求购
●求租：五千至一万平西北边厂库
房，欢迎中介，18381049830

餐馆转让
●230平旺餐转让15228862650

厂房租售
●龙潭经济城办公室322平厂房
2000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特朗普新政、欧洲政局动荡……
众多不确定因素，令2017年黄金表现
格外抢眼。上周三国际金价涨至
1244.84 美 元/盎 司 ，相 比 去 年 底
1152.09美元/盎司的收盘价，不到两
个月累计上涨近8%。随着国际金价上
扬 ，国 内 上 海 金 交 所 黄 金 品 种
AU9999，上周三也创出年内新高，每
克从年初的263.9元攀升至277.65元，
涨幅超过5％。不过，在上演了绝地反弹

的行情后，受特朗普的减税言论打击，
上周四金价出现回调，再度回到1233美
元/盎司附近。

今年黄金市场到底有没有“捞金”
机会？什么时候介入合适？

国泰君安期货发布的最新报告认
为，贵金属的核心驱动是看美国的实际
利率，而今年市场通胀预期的兴起，将
会成为金融市场的一条宏观交易主线。

“我感觉这波黄金是短线为

主，”央视财经评论员敬松表示，目
前推动黄金上涨的原因，主要还是
特朗普上台后激进新政带来的不确
定性，避险情绪推动金价上扬，但这
种不确定性会随着特朗普政策陆续
出台而逐渐消化。而今年更关注的
还是美联储加息动作，“美联储加息
与否，可能会再次令金价大幅回调，
投资者不妨等待在1100美元下回调
机会。”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黄金两个月不到涨8% 今年是“捞金”机会？

近日，有市民反映在成都市区一些非主
干道的加油站和周边区县加油站，都很难加
到98号汽油。上周，中石油四川分公司表示，
正在加快对98号汽油销售网点布局，目前正
在对重点线路进行铺设，年内全川将有500
多个加油站可以加98号汽油，这也意味着在
四川三分之一的中石油加油站都可以加98
号汽油。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方面
也表示，下一步将积极将98号油品的销售区
域拓展至成都周边及省内二线城市。

车主吐槽：
为啥98号汽油难加？

经常驾车在全省各地出差的赵先生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他的爱车自从今年元旦
成品油升级后，就加98号汽油，“但在一些
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如双流、郫县等地加
油时，碰到几次加油站都没有出售98号汽
油。有时候实在加不到98号汽油，我只有冒
着风险加95号汽油。”

赵先生称，在成都市区也并不是所有的
加油站都能加到98号汽油，“比如二环路南
三段附近紫荆电影院对面的加油站就还没
有98号汽油可以加，必须要去最近的公馆
1881对面的加油站和红星路南延线棕树加
油站去加。”赵先生问加油员为何还没有98
号汽油？对方表示，必须要把之前的油品从
罐子内清走，然后又重新装进去，这肯定需
要一个过程。

记者调查：
成都周边98号汽油难寻

近日，记者走访了多家加油站，发现98
号汽油在成都主干道的加油站基本布局完

成，不过在城区依然有部分加油站加不到
98号汽油。中石化双水碾街加油站一位负
责人表示，公司还没有安排98号汽油，目前
该站只卖95号和92号汽油。而在新犀路上
的壳牌加油站也没有98号汽油可加，不过
在锦华路加油站，工作人员表示从元月开
始一直都有98号汽油。

一位加油员告诉记者，因为成品油升
级后，加油站对应的油罐一般是93号对应
92号，97号对应95号，柴油对应柴油，没有
多余的油罐。

中石油、壳牌：
正加快销售网点布局

中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一位内部人士
介绍，因为每个加油站在成品油升级时的
储油罐都是对应油品，对于新上市的98
号，加油站需要腾出专门的储油罐来储
存。目前公司正在对油罐和管线的布局进
行优化，加油站储罐、管道、机位都要升级
改造，目前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年内全川将
有500多个加油站可以加98号汽油。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在给记
者答复中也透露，在川运营的198座延长壳
牌加油站中，有12座提供98号汽油。“我们除
第一批集中销售壳牌经济性配方汽油98号
油品的成都市区站点以外，也在积极将销售
区域拓展至成都周边及省内二线城市。”

前述中石油负责人提醒车主：加油最
好参看车辆说明书或按照汽车油箱盖上
的标注加油，该加92号的可以加95号，但
不能越级加98号汽油，否则发动机将有损
坏的风险；而该加高标号汽油的，若加95
号或92号，车辆则会出现跑不起来、发动
机吞吐等现象。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为啥98号汽油难加？
加油站储罐升级改造
中石油四川：正加快网点布局，年内全川将有500多个加油站可加98号汽油

汽车选择汽油
标号的首要标准
是发动机的压缩
比，也是汽车的核
心 节 能 指 标 。因
此，加油最好参看
车辆说明书或按
照汽车油箱盖上
的标注加油。

建议

疑问

原因

成 品 油 升 级
后，加油站对应的
油罐一般是93号
对应92号，97号对
应95号。对新上市
的98号油品，加油
站的储罐、管道、
机位等需要升级
改造。

近 日 有 市 民
反映在成都市区
一些非主干道的
加油站和周边区
县加油站，都很难
加到98号汽油。

上周，A股市场的表现可圈可
点，尤其在周三，券商股的突然启
动，吹响了后半周大盘反攻的号
角。接下来，沪指迎来放量三连阳，
沪指也在周五一度站上3200点整
数关。最终，沪指以3196.70点报收，
周涨幅1.8%。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上
周五，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2017年
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上总结
和展望了资本市场监管工作，亮明
了全面加强监管的决心。刘士余的
重要讲话，究竟释放了哪些信号，
对未来市场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达
哥与牛博士就此展开了讨论。

牛博士：达哥，你好，上周大盘
总算开始明显转暖，首先还是请你
对近期市场做一个简单点评吧。

道达：实际上，上周前两个交
易日，大盘的表现还是异常清淡，
让人昏昏欲睡，但反弹行情却似
乎就已开始酝酿了。周三上午，沪
指一度跌破10日均线，指数运行
趋势岌岌可危。但就在此时，券商
股站了出来，带领大盘逆转收红。
接下来，伴随成交量的温和放大，
市场迎来三连阳走势，并且成功
站上60日均线这一重要的中期均
线。回顾近期市场反弹过程中的
炒作脉络，热点轮番表现，券商
股、水泥股、次新股、军工股、钢铁
股、有色金属股等。总体来说，资
金追捧的以大盘股为主，周期股
也开始走强。相比之下，中小创个
股似乎还面临一定压力，挤泡沫
的过程仍在继续。

牛博士：大盘之所以能够强
劲反弹，与2017年全国证券期货
监管工作会的召开有不小关系。
在此次会议上，证监会主席刘士
余也做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你对
讲话内容怎么看？

道达：上周三，券商股一度启
动，很大一部分原因也与这次会
议有关。当时市场普遍预期，会议
上可能会出台一些对券商行业有
利的消息。总体来说，我认为刘士
余的讲话最大的利好，就是让大
家至少知道了未来他的牌要如何
打，预期比较明朗了。既然有了政
策方向，就必然会给市场带来结
构性变化。

牛博士：你认为对市场的影
响，整体是偏多还是偏空？

道达：从大的方向来看，肯定
是偏多的。但刘士余的讲话，也进
一步明确了一个方向，那就是新股
发行常态化——将在未来2~3年时
间内解决IPO堰塞湖问题。这无疑
给大家明确了时间表，而按照这个
时间表估算，比年初大家估计的发
行压力有所降低，这个是利好；同
时，大家也有必要认识到，新股发
行常态化，换而言之就是好公司其
实不必借壳了，完全可以走上市之
路，未来壳资源的价格要继续贬值
了，从40、50亿元市值降低到20亿
到30亿元的水平是完全可以预期
的。同样，这也意味着，这类股票未
来还有比较大的下降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刘士余还谈到
了大家关心的股指期货问题，称要
积极稳妥推进期货及衍生品市场
发展，择机退出股指期货临时性限
制措施。如果股指期货不久之后松
绑，究竟会有利于大盘的走好，还
是会重新加剧市场的波动？也不知
道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各位网友可
以对此话题展开讨论。

牛博士：从趋势上看，感觉大
盘应该还有向上的空间，不知道
达哥对后市怎么看？

道达：上周，大盘连续三天收
阳，而且成交量连续三天放大，指
数也新高不断，这种走势是典型
的价增量升的格局。所以，如果单
纯从点位上来说的话，我估计向
上应该还会有空间。目前，沪指
120周均线在3279点，而前期高点
在3301点，所以可能还会有个100
多点的空间。对于后市的大趋势，
我依然是偏乐观的。不过，短期来
看，不排除出现震荡调整的可能。

牛博士：那么，你认为未来市
场机会可能在哪儿呢？

道达：短期来看，部分个股涨
幅已经不小，本周随时有调整的
可能。不过，我继续看好今年的国
企股和军工股，未来还将反复活
跃，值得持续跟踪关注。对于中小
创个股，没有实质竞争力的公司，
我的态度还是要趁反弹到60天均
线或者年线区域时减仓换股。

（张道达）

忽视了刘士余这句话
别的股民笑但你可能会哭

制图 李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