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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添财旺年旺运：134天型5.65%、365天型5.67%......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1号134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1号134天型

永乐1号12月型

永乐2号365天型

永乐2号134天型

永乐2号134天型

永乐2号1年型

理财子单元代码

AD2279

AC5026

AD2280

AC5022

AC5027

AC5028

AD2277/AD2278

AD2276

BD2258

BC5026

BC5028

BD2256/BD2257

BD2255

业绩比较基准/
预期年化收益率

5.60%

5.55%

5.58%

5.56%

5.55%

5.56%

5.67%

5.65%

5.66%

5.63%

起点金额

新春特供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非常周末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新客户专享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归巢客户款
5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浙+银行H5款
5万元起，上限20万元

感恩回馈款
5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新春特供款
20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高净值新客专享款
20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高净值感恩回馈款
20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认购期

2月8日-2月12日

2月10日-2月11日

2月8日-2月12日

2月8日-2月11日

当日购买，次日起息
(2月11日-2月12日）

2月8日-2月10日

2月8日-2月12日

当日购买，次日起息
(2月11日-2月12日）

2月8日-2月10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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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入增金财富池！截止目前，浙商银行所有已到期理财产品均可实现预期收益。测算年化收益率以及过
往业绩，不代表浙商银行对产品未来收益的承诺或保证。详情请点击理财子单元代码查看产品说明书。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成都分行营业部
成都经开支行
成都双楠支行
成都郫县支行
成都双流支行
成都金牛支行

成都市锦江区永安路299号锦江之春1号楼
成都市龙泉驿区星光东路418号

成都市武侯区龙腾西路1号
成都市郫县郫筒镇杜鹃路85号

成都市双流县东升镇长顺路荷塘北街188号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669号金府旺角

028－85512792
028－88456730
028－87020573
028－87911170
028－85836173
028－65302811

人民南路支行
青羊支行
锦江支行

天府新区支行
乐山分行
凉山分行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4段46啧附1号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三路98号（光华中心C座）

成都市锦江区锦兴路20号附2－3号
成都市天府新区益州大道199号银泰城9号楼1单元

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中路33号
西昌市三岔口南路101号

028－61158027
028－62630039
028－86536968
028－86057920
0833－2370680
0834－8886060

广告

白 杰 品 股

最后的希望
问：周三沪指高开，盘中探底震荡，

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如预期继续调整，受外围市

场回暖影响两市高开，但盘中再度刷新
近期低点，中小创盘中快速回升与权重
股大幅杀跌形成鲜明对比，最终两市涨
多跌少，值得注意的是，乐视网盘中大幅
放量，预示着近几日将会开板，而这个黑
天鹅也将缓解市场恐慌的情绪。技术上
看，沪指回补了元旦缺口，深成指则是跌
回半年前的低点；60分钟图显示，除创业
板指外各股指仍失守5小时均线，而60
分钟MACD指标均保持死叉状态，由于短
期各股指波动较大，后市仍将反复拉
锯。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增加、持
仓减少，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
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12个期指合约
仅剩1个保持正溢价，显示短期看空情
绪蔓延。综合来看，在权重股轮番拉抬
后，其估值已经够高，光护盘权重股对于
整体市场来说收效渐微，市场只有慢慢
切换到中小创蓝筹上，才会引领8股重
新走好，而只有沿着这个思路下去，市场
才能在3300点上方企稳重新慢牛，这也
是市场最后的希望。

资产：周三按计划以5.7元买入南山
控股7万股。目前持有南山控股（002314）
12万股，工大高新（600701）11万股，启迪
桑 德（000826）2.5 万 股 ，创 业 板 50
（159949）50万股。资金余额4835533.44
元，总净值7320183.44元，盈利3560.09%。

周四操作计划：启迪桑德、工大高新、
南山控股拟持股待涨，创业板50近来量能
大增，拟低吸部分仓位。 胡佳杰

追 涨 杀 跌

农业股走势良好
智慧农业（000816）：2月7日涨停，

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农业股+低价+超
跌，智慧农业抓住个好时机，即便是有业
绩不佳的“硬伤”，还是收了 3 个涨停。
交易所龙虎榜显示，光大宁波中山西路
是买1，买入963万元，中泰宁波江东北
为买2，买入626万元。智慧农业还带起
了农业板块，新界泵业、星光农机、农发
种业、大禹节水、丰乐种业等纷纷涨停。

国立科技（300716）：2月7日涨停。
次新股终于迎来一次反弹，深次新股指
数收涨1.19%，不过由于早盘大幅高开，
因此收出一根阴线，已经是10连阴了。
到收盘，有7只次新股涨停（不包括新上
市未开板的）。国立科技、金奥博、凯伦
股份等都属于上市有段时间，跌幅挺大，
超跌反弹的，看看其中能否有个股走出
超预期的涨势。

乐视网（300104）：2月7日一字板跌
停，连续11个一字板跌停。截至收盘，
共有3.96亿元在跌停板上买入乐视网，
成交8224万手，换手率3.23%；不过，仍
有4.54亿手封单牢牢封住跌停板，买完
这些封单，需要21.8亿元。龙虎榜显示，
东方证券杭州龙井路营业部买入1447
万元居首，网信证券沈阳兴华南街营业
部买入802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掘金龙虎榜

文化传媒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5个行业资金净

流入，其中文化传媒、珠宝首饰、塑胶制
品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前。56个行业资
金净流出，其中房地产、银行、家电行业
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11只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荣盛发展（002146）公司的主营业

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拥有建设部颁
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一级资质证书。7
日获机构净买入9328万元。

招商蛇口（001979）公司系一家综
合性开发经营企业,是招商局集团房地
产板块运营的旗舰公司,是招商局集团
在国内的资源整合平台。7日获机构净
买入8004万元。

视觉中国（000681）公司主营互联
网传媒与娱乐、旅游业务。公司整合全
球视觉内容(图片、视频)资源,拥有国内
最大的PGC视觉内容(图片/视频)的互联
网版权交易平台(vcg.com)。7日获机构
净买入4965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暴跌之下上市公司花样“自救”
招数一：重要股东增持

2 月 7 日，国轩高科公告，公司于当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缜的通知，鉴
于近期股票市场出现波动，为增强投资
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稳定投资者的投
资预期，李缜计划自即日起 3 个月内
（2018 年 2 月 7 日至 2018 年 5 月 8 日）增持
公司股票，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 3000 万
元人民币。

同样，隆华节能也于7日午间公告，公
司收到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孙建科计划自
2018年2月7日起十二个月内以2000万元
至60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数据显示，2月以来有180家公司股东
增持，增持股份数量合计3.97亿股，增持参
考市值达到45.01亿元。

招数二：发布利好公告

“释放利好”无疑是刺激股价最直接的
手段。2月7日午间，岭南园林公告，公司近
日收到关于“博州赛里木湖基地绿化建设
PPP项目”的预中标公示，预中标价合计约
为48,762万元，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18.99%。

此外，在年报披露期，不少业绩好的公
司也纷纷预告了一季报。以长信科技为例，
公司2月6日晚间披露2018年第一季度业
绩预告，预计2018年1月1日至3月31日盈
利1.36亿元至1.68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
升30%至60%之间。

招数三：推“高送转”方案

在监管层对高送转加强监管的背景之
下，今年以来上市公司的高送转比例明显降
温。不过近日在市场低迷之际，上市公司也
希望借此来提振股价。

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50多家公司预
披露了去年年报分配预案。从送转比例来
看，有16家公司计划每10股送转10股以
上，另外还有20家公司计划每10股送转5
股以上。其中，进入2月，A股已经有10余
家公司推出高送转预案，也确实助推了股价
的上涨。

招数四：停牌

如果没有增持计划、潜在利好，也不打
算高送转，那就只能停牌了。

同花顺数据显示，2月以来，已经有33
家公司停牌，其原因包括“拟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刊登重要公告”或“重要事项未公
告”，但也有部分公司停牌是因股价大跌。

其中，在近几个交易日中，就有6家公
司发布公告明确表示因公司实控人或股东
在近期股价大跌的情况下股票触及平仓线
而停牌，分别是欧浦智网、兴源环境、银河生
物、印纪传媒、天夏智慧、大连电瓷。

“近期不少公司停牌，应是出于策略性
目的，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应对股权质押等
风险。”市场人士指出，基于不同公司的基本
面，这种停牌战术是否有效也很难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白兰

··现状现状··
多家快递网点

停止寄运省外快件

2月7日，记者走访了成都韵达、申
通、百世汇通、中通等多个网点，多数网
点已经拒绝往省外寄送快件。其中百世
汇通、韵达代收点甚至已经停止收件。

锦江区的一家韵达网点设在一家文
具店内。老板告诉记者，快递公司昨日
已经放假并停止收件，本月21日起（正
月初六）开始恢复寄送。附近另一家百
世汇通网点大门紧闭。只在门上贴有寄
件联系电话。记者拨打电话后，对方表
示公司已经放假，“我们现在不接受寄
件，因为没有人配送，现在只能接受同城
派送，我们年后初八开始正常上班。”

而正常派件的快递网点中，省外寄
运业务也开始停止。青羊区一家申通
快递揽件正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已经不接受省外寄运业务。
6日网点收的很多寄往省外的快递，已
被中转部退了回来。成华区一家中通
网点员工则说，明天起网点就将停止
省外业务。“我们春节不放假，但是部
分快递会走其他的物流公司，寄送速
度会受到影响。”

··回回应应··
快递公司不放假
但第三方或停运

根据公开报道，EMS、顺丰、中通、
申通、圆通、韵达、百世、德邦、京东物流、
苏宁物流等几家快递均表示，春节不打
烊，快递服务全年无休，会安排快递员进
行轮岗休息。

虽然春节不打烊，但韵达、圆通等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运送时效方面，春
节期间寄运肯定会受到影响。根据顺丰
近日发布的公告，2月5日-2月21日（腊
月二十-正月初六）主要流向（除偏远区
域外的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互寄）不
加时；除主要流向外其他流向根据距离
远近加时0.5-2天。

至于省外停运的问题，四川圆通的
相关负责人介绍，省外停运的情况的确
存在，不过这是因为第三方线路暂停。

“大城市还是可以收寄的，但是部分偏远
城市的第三方线路已放假了，我们这才
不得已停掉了相关线路的相关业务，不
过具体情况需要消费者咨询当地的网
点。”

而中通的相关负责人则说，春节期
间件量下滑，时效会有所延长，加上近期

全国范围天气情况恶劣，“时效不能确
定，希望广大消费者对此给予理解，并合
理安排寄递。”

··加加费费··
春节期间寄快递
加收10元服务费

按照惯例，春节期间，部分快递企业
会加收一定的服务费。EMS和顺丰往
年加收10元左右的费用，韵达在去年首
次每票加收了10元服务费。“考虑到春
节期间业务量、成本等各种因素，今年我
们每票快件会继续加收10元服务费。”
韵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EMS公告称，春节期间，中国邮政
EMS各类业务正常收寄。但是，对于2
月5日至25日收寄的邮件，时限较平日
将有所延长，对发往62个城市核心区范
围的标准特快邮件将暂停时限承诺。部
分区域的EMS标准快递每件加收不超
过10元的服务费。

顺丰方面公告显示，春节期间，当计
费重量小于50公斤时，每票加收服务费
人民币10元。计费重量大于 50公斤
时，每票加收服务费50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尚智
实习记者 刘旭强

快递公司称春节不休假，但网点大多已进入“春节模式”，正月初六才陆续恢复

年味渐浓，为了让孩子能领到
崭新的压岁钱，不少市民都要到银
行去换新钱。还有那些过年期间
结婚，准备到银行兑换1元新钞包
婚礼红包的，现在可能要做好换不
到钱的准备。

近日，记者走访成都部分银行
网点发现，临近春节银行资金流动
量较大，新钞兑换都需提前预约，
且小面额新钞难换到。

“换新钱肯定要预约，上周提
交的一批申请目前还没到账，现在
预约估计等钱调回来就到年后
了。”市中心一农行网点人员说，临
近过年前来兑换新钞的市民不少，
有的人提前一个月前来预约。目
前面值50元现钞比较充裕，现场
可以换到，1元新钞则最为紧缺，主
要都是用来包结婚红包的。

情况类似，一中行网点人员告
诉记者，1元纸币现在基本上换不
到，都是硬币为主，但其他面额的
新钞可预约兑换。该网点只提前
一天预约，预约成功后第二天可直
接来换取，预约失败则会电话通
知。但每个网点情况不一样，建议
可以多去几个网点问问。

而在相距不远的一建行网点
从2月开始就没有小钞兑换了，只
能换面值100元的，同样需要提前
预约。现场一位市民想兑换20张
百元新钞，登记个人信息后，工作
人员再次强调不一定能换到，提醒
该市民明天下午3点来现场确认。

工行柜台人员则直说换新钞
要“看缘分”，春节期间资金流动量
大，如果当天柜台刚好收到有新钞
就可以兑换。“今天刚好就有100
元新钞可以直接换，兑换小钞可以
预约，但不能保证都是新钞。”而在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新钞兑换供不
应求，小面额的只能等到 3月才
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实习记者申梦芸

成都部分快递停收外地邮件
春节服务模式

快递
离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
可已经有市民反映部分
快递网点不接受发省外

快递。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情况
确实存在，甚至部分成都快递网
点已经处于放假状态。“还是去其
他快递寄东西吧，我们已经放假
了。”

记者了解到，虽然各家快递
公司都承诺“春节不打烊”，会安
排人员值班，不过在节间寄运快
件，时效性会打一定折扣。“还是
建议消费者合理安排寄运时间。”

距

银行换新钞 小额最紧俏

2月7日，市场高开低走，再遭重挫。本周三个交易日，沪指已累计下跌4.41%。同期，深成指跌
6.21%；创业板跌逾5%。面对市场的持续下探，上市公司纷纷出手“自救”，且招式花样繁多。

春节服务模式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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