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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来浙理财：92天型5.53%、365天5.51%.....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92天型

永乐1号3月型

永乐2号187天型

永乐5号187天型

永乐5号3月型

理财子单元代码

AB3338

AB3337

AB3339

AB3340

AB3332

AB3334/AB3335/AB3336

BC2035

DC2015

DC2014

DB3059/DB3060

业绩比较基准/
预期年化收益率

5.53%

5.50%

5.49%

5.45%

5.58%

5.61%

5.60%

5.59%

起点金额

春暖花开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非常周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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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客户专享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感恩回馈款
5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准私行2月提升款
100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私行2月新客款
100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私行感恩回馈
100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认购期

3月29日-4月3日

3月31日-4月1日

3月29日-4月3日

当日购买，次日起息
(3月30日-4月3日）

4月1日-4月3日

3月29日-4月3日

当日购买，次日起息
(4月2日-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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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845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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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
升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及维权
意识，渤海银行成都分行自3月5日起，
持续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多层次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

开展培训，提高员工保护消费者
的能力

为夯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基
础，渤海银行成都分行组织员工开展

“消费者权益保护”培训，通过现场集
中培训提高员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能力。培训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行为规范，要求员
工充分尊重、自觉保障金融消费者的
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
平交易权、受教育权、信息安全权等
基本权利，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

加强宣传，多层次提升消费者的
自我保护能力

该行着力于从厅堂金融消费者、
新媒体金融消费者、社会公众三个维
度加强消保宣传工作。

以网点为支点，着力提升厅堂消
费者的认知水平和自我保护能力。
全部营业网点均悬挂宣传横幅，厅堂

摆放专题宣传海报，大堂经理在厅堂
接受客户咨询、解疑答惑，为客户发
放《“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手册
（2018）》。

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着力提升
新媒体金融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和自
我保护能力。该行官方微信平台推
送了《3.15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宣传手
册》和《3.15金融消费维权手册》，员
工向客户发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专题H5，向消费者普及如何识别金
融广告真实性、合法性。

以外拓为抓手，着力提升社会公
众的认知水平和自我保护能力。各
支行组织员工走出网点，深入街道、
社区、广场等人流量集中地区，向过
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引导消费者选
择适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远离非法
金融活动。

蚂蚁金服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介绍农村普惠金融“数据化”升级方案

据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总
经理彭博介绍，在中国已建立信用档
案的城镇人口是农村人口的4倍，城
镇中拥有银行类金融服务的人数则
是乡村地区的329倍。农村借贷人缺
乏信用信息和抵押物、小额贷款成本
和风险高，是农村信贷服务不足的主
要原因。

蚂蚁金服通过开放人工智能、安
全风控等技术能力，促使金融服务机
构提升风控效能，让更多农村小微生
产经营者得到了贷款的机会。

与此同时，蚂蚁金服正在农村地
区着力推进的“数据化产融模式”，则
更好地整合了农村经济链条中各参
与方的优势力量，通过技术创新，弥
补传统金融服务的短板。

据彭博介绍，数据化产融模式就
是通过和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基于农
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量化信息建
立大数据模型，为农户授信。一来避
免了人工尽调中的“人为干预”因
素。二来大幅提升了贷款效率，降低
风控成本。举例来说，以往农户贷款
一般从尽调到获贷需要15天左右，而
通过数据化产融模式，用户在几分钟
内就能通过手机支付宝获得贷款，实
现“3分钟提交申请，1秒钟资金到
账，过程0人工干预”。

在交流现场，联合国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中国及蒙古代表马泰奥表示，
传统的金融扶贫方式已经到了寻求
升级转型的时候，而包括云计算、人
工智能在内的互联网科技，则很有可
能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农发基金正与蚂蚁金服一起探索更
多合作空间。

国际农发基金是联合国系统专
门向发展中成员国提供粮食和农业
发展贷款的金融机构，现有成员国
142个。其宗旨是扶持农业发展，消
除贫困与营养不良，促进农业范围内
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

据了解，农发基金在亚太举办案
例分享会议的目标，是希望全球范围
内的优秀实践可以被识别、研究甚至
有选择地复制，从而协助政府和农村
金融机构找到合适自己的路径，继续
扩大农村地区的金融基础服务。更

重要的是，提升服务效率。
众所周知，中国互联网发展虽不

具备先发优势，但移动支付在短短几
年内实现弯道超车。有数据显示，中
国移动支付渗透率高达77%，并正在
不断向四线以下城市和农村地区渗
透。数字普惠金融就在此基础上蓬
勃发展起来。

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
总经理Chintala表示，蚂蚁金服在农
村金融领域的发展“快得惊人”。技
术不仅能精准定位和帮助农村人口，
也在影响农民观念的改变。“现在人
们有金融需求，已经能想到寻求互联
网的帮助了。”

彭博分享了一组有趣的数据：蚂
蚁金服7年多来，共服务超过500万家
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累计贷款余
额9000多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是诺贝
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
创立40多年来放贷总额的近7倍。

哈佛商学院教授朱峰也曾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蚂蚁金服引领的这
轮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创新，让新兴
市场有了弯道超车的可能，甚至比美
国等发达市场做得更好，发展更快。”

据了解，近年来，蚂蚁金服已通
过“造船出海”成功向印度、泰国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输出包括技
术、标准和经验在内的“中国方案”，
带动了当地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数字
经济转型。

3月28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以
下简称“农发基金”）在北京召开会
议，分享全球“农村金融最佳实践”案
例。蚂蚁金服作为唯一的互联网公
司应邀参会，介绍数据化产业金融模
式如何提升农村普惠金融效率。参
会的还有印度、泰国、尼泊尔、印尼、
菲律宾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中央银行、开发银行和涉农机构。

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彭博介绍蚂蚁金服数字普惠金融经验。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冲高回
落，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美股下跌还是影响了A股的开
盘，各股指均低开近1%，虽然盘中几乎收
复失地，创业板指甚至快速翻红，但受酿
酒、家电、保险等白马股大跌影响，市场
最终持续走弱直到收盘。截至收盘，两
市涨停49只，跌停13只。技术上看，沪指
回补了周二缺口，深成指虽没回补缺口，
但再度失守5日均线，值得注意的是，上
证50指数再度刷新了年内新低；60分钟
图显示，各股指收盘均失守了5小时均
线，不过60分钟MACD指标仍呈金叉状态，
创业板指甚至继续守住了60小时均线。
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
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所增加。

综合来看，深市成交远超沪市使得题材
股炒作仍有空间，热门板块低位轮动依
然较为积极，由于消息面的不确定性对
于权重股偏空，短期股指仍有反复。

资产：周三按计划以7.35元均价
买入南玻A8万股，之后以7.47元卖出8
万股；另以5.8元买入南山控股24万股，
之后以5.85元卖出24万股。目前持有
南山控股（002314）24万股，工大高新
（600701）11万股，启迪桑德（000826）
5万股，南玻A（000012）8万股，三钢闽
光（002110）1.4 万 股 ，双 林 股 份
（300100）2万股，井神股份（603299）
2.8万股。资金余额2418355.48元，总
净值7753255.48元，盈利3776.63%。

周四操作计划：工大高新因重组
停牌，三钢闽光因过会停牌，双林股
份过会复牌若不涨停则择机高抛，井
神股份、启迪桑德、南山控股、南玻A
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仍有反复

盘龙药业（002864）：3月28日涨
停，最近7个交易日收出6个涨停板，累积上
涨88%。次新股里妖股一个接一个，前有
停牌的万兴科技，现有7天收出6个涨停板的
盘龙药业。3月28日，尾盘“炸板”的次新股
很多，被相当多人看好的爱乐达、七一二等
都“炸”了，而一向不太容易出妖股的医药
股却出了个盘龙药业。不过，该股的换手
率超过70%，29日能否继续封板还需观察。

必创科技（300667）：3月28日
涨停，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公司主营
工业过程无线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力
学参数无线检测系统解决方案、MEMS

压力传感器芯片及模组产品；收入主要
来自智能工业、装备制造企业、数字油
田等行业。连收了3个涨停板，3天加在
一起的换手率才50%多，该股抛盘很轻，
但未经充分换手，能走多远还不一定。

天广中茂（002509）：3月28日跌
停，连续5个交易日跌停。2月1日，天广
中茂盘中闪崩。当天，其发布公告称，因
全资子公司要签署重大合同，公司停
牌。之后，天广中茂又是要变更控制权，
又是要筹划出售消防业务，子公司还涉
及了区块链。可惜3月23日复牌起还是
连续一字板跌停。3月28日晚，其公告
称，因股东邱茂国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
大部分公司股份触及平仓线面临被强制
平仓的风险，公司从29日起停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追 涨 杀 跌

盘龙药业7天收6板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
多层次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

支持普通市民刚需购房
成都公积金（含省级分中心和石油分中

心，下同）2017年年度报告显示，当年共实现缴
存额396.29亿元，提取额264.52亿元，贷款额
122.63亿元，全年提取业务中，中、低收入职工
占了89.81%。

其中，当年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人群，30岁
（含）以下的缴存职工占45.68%，92.63%的贷
款职工是首次申请公积金贷款，中、低收入贷
款者占95.51%，有力的支持了普通市民刚需
购房。

同时，成都市公积金在2017年制度扩
面成效显著。据了解，2017年，成都公积金
中心实现缴存额 326.39 亿元，同比增长
17.78%，比去年同期的增幅15.52%增加了
2.26个百分点。

慷慨分红创纪录
3月27日晚间，贵州茅台发布2017年

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582.18亿
元，同比增长49.82%，归母净利润270.79
亿元，同比增长61.97%。其中，茅台酒创
造营收523.94亿元，其他系列酒营收57.74
亿元。营收、净利均再创历史新高。

公司计划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9.99元，共分配利润138.17亿元，约占公
司全年度归母净利的一半。

2017年，茅台系列酒呈现爆发式增
长，销售量达到2.99万吨，同比增长
113.19%，均价亦提升了27.37%，主要系
产品结构优化贡献。不过，由于营业成本
同比增幅高于其营收增幅，去年，茅台酒
的 毛 利 率 从 历 史 高 点 93.76% 降 至
92.82%。贵州茅台酒类业务整体毛利率
为89.83%，同比下滑1.48%。

2018年，茅台定下的目标是营收同比
增长15%，这也意味着今年贵州茅台的销
售额将冲击670亿元。

券商急发研报力挺
2017年，贵州茅台大涨109%，由于其

股价高市值大，如此涨幅可谓“疯狂”。今
年1月15日，贵州茅台冲击800元未果，当
天最高价799.06元，此后就一路下挫。那
么，3月28日这根放量阴线，是否验证该股
确实见顶了呢？

交易人士认为，2月9日，贵州茅台跌
到与目前相似的价格时，出现一波反弹。
现在，就要看这个价位的支撑力是否足
够。不过，由于今年市场资金开始倾向于
科技股，贵州茅台难以重现2017年的大
涨。

安信证券表示，公司年度营收与净利
均略高于市场预期。从分类产品来看，
2017年茅台酒销量过3万吨，明显高于年
初规划的2.7万吨，同比增长31.80%，是近
年来年度销量增速最快的年份，显示茅台
产量释放弹性。同时，茅台酒价格节节攀

升，市场批价从2017年初的1100元左右
升至中秋旺季1500元左右，再到年底
1700元左右。

太平洋证券认为，从目前市场的销售
和库存情况来看，货源偏紧、需求得不到
完全满足仍然存在，中短期的持续增长没
有问题。考虑到确定性高增长，贵州茅台
今年30倍、明年25倍PE仍能有效支撑。

东北证券表示，2018年白酒行业受益
经济增长将持续升级，而行业分化将进一
步加剧，名优白酒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其中弹性最大当属次高端品种，在众多次
高端全国化的背景下，成功的次高端品牌
将充分受益于市场开拓，建议关注确定性
高、品牌力强的次高端白酒。

分红低于银行利率
资深财经评论员皮海洲认为，2017

年，A股市场打着“价值投资”的大旗，对以
贵州茅台为代表的蓝筹股进行了疯狂的

炒作，贵州茅台高企的股价显然得不到公
司业绩的支持。按年报出台时贵州茅台
的收盘价714.74元计算，贵州茅台的市盈
率为33.15倍，对于蓝筹股来说，这显然是
一个并不低的市盈率指标，至少可以认为
贵州茅台的股价得到了充满的挖掘，甚至
有些偏高。

而能证明股价偏高的是贵州茅台的
分红回报。贵州茅台每股分红10.999元，
将超过一半的收益用之于投资者的回
报，这样的分红比例就是放在全球市场
也是相当高的水平了。但以3月27日的
收盘价计算，投资者的分红回报仅为
1.54%，甚至略低于各家商业银行实际执
行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如果考虑到现金
分红还要上缴红利税的因素，贵州茅台
的现金分红回报率明显低于一年期银行
存款利率。这样的投资回报，显然是难
以令人满意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成都市公积金2017年账单出炉

近九成用于中低收入员工购房

3月28日，《成都市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出炉，报告显示
2017年公积金提取额达264.52亿元，其中中、低收入职工占89.81%，表
明公积金有力的支持了普通市民刚需购房。

3月27日晚间，贵州茅台（600519）
发布了年报，六成以上的净利润增速、公
司拿出一半的净利润进行分配、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09.99元（含税）都创下纪
录。然而3月28日其股价却没有上涨，反
倒是一路下跌。28日，贵州茅台早盘低开
2.07%，开盘后一路走低，盘中最大跌幅
6.4% ，到 收盘下跌 4.57% ，收 盘价
682.05元，成交77.9亿元，成交金额为去
年12月29日以来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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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增幅创近四年新高
2017年，成都公积金提取额同比增长23.76%，

比2016年的增幅4.08%增加了19.68个百分点，增幅
创近四年新高。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22.63亿元，助
圆了3.38万户家庭安居梦想，支持职工购建房332.61
万平方米。其中，成都公积金中心购房提取额为
52.85亿元，较2016年购房提取额34.12亿元同比增
长54.89%。在面对去年下半年至今成都房屋成交量
大增、住房价格屡创新高、银行缩紧购房贷款、全款
购房者增多的现状，为提高贷后管理水平，保障资金
安全，成都公积金中心建立了贷后管理三级风险防
控体系，对无法催回的不良贷款做到应诉尽诉。全
年通过司法程序处置逾期诉讼案件18户，收回12户，
收回资金274.06万元，个贷逾期率由年初的0.14‰降
至0.09‰，降幅为35.71%，远低于住建部对全国公积
金逾期贷款率1.5‰的最优标准。

贵州茅台分红创纪录
股价为何不涨反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