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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经济金融
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革，商业银
行正面临前所未有之考验，机遇
与挑战并存。站在历史新起点，
兴业银行如何适变应变，在新一
轮竞争中行稳致远，取得胜势？

2003年，兴业银行在国内同
业中最早提出推进业务发展模式
和盈利模式的“两个转变”，“轻资
本、高效率”转型方向始终贯穿于
发展的各个阶段。2016年，顺应
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立足自身资
源禀赋和竞争优势，兴业银行在
新一轮五年规划中提出“结算型、
投资型、交易型”三型银行建设战
略，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

“商行+投行”的转型战略，强调以
客户为本、商行为体、投行为用，

从规模银行向价值银行转变，实
现高质量发展。

围绕新的战略布局，兴业银行
主动调低发展速度，“强优势、补
短板”两条腿走路，持续调整优化
资产负债结构，启动新一轮体制
机制改革，实现从产品主导向客
户主导，从部门银行、条线银行向
整体银行、流程银行转变，打造集
团层面统一客户关系系统和一体
化的营销服务能力，专业能力和
服务效率更加精进。作为转型成
效主要衡量指标的非息收入快速
增长，在营业收入占比已达三分
之一。

虽然创新的动力始终澎湃，
但稳健也一直是兴业银行给外
界的印象。从开门营业的“三
铁”（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到

2000年提出三大治行方略“从严
治行”为首，再到如今掷地有声
的“合规致胜”，兴业银行始终坚
持依法经营、稳健经营，在防风
险 与 谋 发 展 之 间 寻 找 最 佳 路
径。30年来，无论是初创期的经
济治理整顿，还是二次创业遇上
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突如其
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次次的狂
风暴雨中，兴业银行总是淡定从
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锻造出
更为坚劲的生命力。在当前严
峻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下，执守
防风险底线，兴业会再一次证明

“强者恒强”。
有人说，金融科技是商业银行

转型下半场的核动力。兴业银行
是国内少数具备核心系统自主研
发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首家通

过ISO22301业务连续性管理国际
标准认证的银行，也是国内最大
的商业银行信息系统提供商之
一。兴业银行始终奉行“科技兴
行”战略，促进金融与科技的深度
融合，并在云服务、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流程机器人等八大
领域系统布局，持续提升金融资
源配置效率与客户服务水平，推
进安全银行、流程银行、开放银
行、智慧银行建设，积极构建面向
未来的银行。

风鹏正举再扬帆

三十年风起云涌，市场变幻，
兴业人蹄疾步稳，勇毅笃行。

从开业之初的“为金融改革
探索路子、为经济建设多作贡
献”，到起步阶段的“办真正商业
银行”，再到快速发展阶段的“建
设全国性现代化商业银行”，再到
如今“建设一流银行、打造百年兴
业”，兴业人服务国家、改进民生、
回报社会、致力民族金融业崛起

的理想和追求未曾改变。
芳华而立，风鹏正举正其时。
兴业银行不会辜负这前所未

有的新时代，壮志凌云，信念如
铁；不会辜负“一流银行 百年兴
业”的远大理想，脚踏实地，目光
如炬；不会辜负美好生活的人民
向往，铭记初心，真诚如故。时间
已经证明并还将证明，兴业人必
将越过山丘，创造新的辉煌！

（上接04版）

奋楫逐浪高 梦驰新时代
——兴业银行30周年发展纪实

投资黄金最常见的有4个渠
道：实物黄金、黄金期货、黄金指
数基金和黄金股票。其中黄金期
货带有杠杆，高回报的同时，也蕴
藏着高风险，不建议大多数参与；
实物黄金，虽然摸着实物心里踏
实，但容易磨损，不易保管，而且
流动性差，并不是投资的最佳选
择；黄金股票，代表着黄金上市公
司，这些公司直接拥有大量黄金
矿山，但是必须要选对股票，适合
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最方便
的投资渠道，就是投资黄金指数
基金。

过去4个月，黄金价格下跌
超过 12%，仅在8月就下跌3%。
尽管出现下行趋势，但世界黄金
协会（WGC）预计，黄金今年晚些
时候可能出现复苏。

在一份更新的投资报告中，
世界黄金协会表示，消费者需求
的增加和极端看跌投机性仓位
的逆转，可能有助于推动黄金价

格从最近的1年半低点上涨。报
告补充说，即使面对强势美元，
他们也看到了反弹的可能性。
黄金努力寻找从上周低点反弹
的动力。

“美元的强势一直是今年黄
金表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为
对抗性的贸易言论和制裁迄今为
止对美国有利，但由于技术原因，
黄金可能会反弹。”世界黄金协会
指出，黄金看跌的投机仓位处于
历史高位，这是不可持续的。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以
来，各级税务机关群团组织
立足职能，发挥优势，找到
群团工作与改革的结合点，
主动把群团工作的触角延
伸到改革主战场，助力改革
顺利推进。据了解，各级税
务机关采取的措施主要涉
及四大方面，首先，发挥群
团组织的聚合带动优势和
作用。其次，发挥群团组织

的桥梁纽带优势和作用。
再次，发挥群团组织的教育
引导优势和作用。第四，发
挥群团组织的典型培养优
势和作用，各级税务机关
群团组织广泛开展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选树
改 革 中 涌 现 的 先 进 工 作
者、优秀共青团员、巾帼建
功标兵等先优典型，进而
鼓舞和引导广大税务干部
见贤思齐。

美元突遭“重创”黄金迎反弹良机
经过近5个月的持续下跌，短线黄金有望走强

■ 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刚刚过去的一周，现货黄金主要呈现区间震荡上行的
走势，持续远离前周触及的一年半低点，周涨幅达到
1.81%，为3月23日以来最大单周上涨幅度。而黄金价格
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美元走弱。都说黄金避险，目前节点黄
金可以抄底了吗？有分析师认为，从技术面上来看，金价或
仍有下行空间。

8月24日，美联储主席鲍威
尔表示，“并没有迹象表明经济过
热的上升风险，通胀加速超过2%
还没有明显的信号。”这缓解了市
场对美联储将加速加息的担忧，
导致美元指数瞬间重挫，一度跌
破95大关，美国三大股指全线走
高。

当日纽市盘中美元指数一度
重挫，跌至95关口附近，刷新日
内新低至95.01。截至收盘，美元
指数为95.15，下跌0.53%，吞没前
日涨幅。欧元、澳元、新西兰元大
幅拉涨。欧元兑美元盘中涨至
1.1639，创8月2日以来新高，收盘
价为1.1542，上涨0.7%；澳元兑美

元盘中涨幅超 1.3%，收盘价为
0.7248，上涨 1.08%；新西兰元兑
美元盘中涨幅近0.9%，收盘价为
0.6636，上涨0.82%。

当日，现货黄金价格突破
1200 美元/盎司，盘中涨逾 20 美
元 ，创 8 月 13 日 以 来 新 高 至
1208.45美元/盎司，日内涨幅一度
扩大到2%，日内涨幅为今年以来
最大值。截至收盘，现货黄金为
1205.55美元/盎司，上涨1.74%。

同日，COMEX 12月黄金期货
收涨19.30美元，涨幅1.6%，创3月
份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报1213.30
美元/盎司，创最近三周收盘新
高，上周累涨约2.5%。

“都说黄金自带避险属性，但
是当遭遇到强势的美元，黄金也
开始退避三舍。”今年以来的黄金
投资可谓黯然失色。“金饰品有淡
旺季，现在本身就是淡季。如果
是自用的，买一些，那肯定是有必
要的。”一家金店店员告诉记者。

其实，金价从4月份就开始
下跌，从1370美元/盎司一路下跌
到现在的1200美元/盎司左右，连
续下跌了4个月。黄金的这波下

跌，主要原因就是美元走强。国
际上，黄金是以美元计价的。假
设黄金本身的价值不变，当美元
升值时，同等的美元可以购买更
多的黄金，黄金相对美元就会变
得不值钱，金价就会下跌。反之，
金价就会上涨。所以，美元与黄
金通常是负相关关系。

而黄金价格上周上行的主要
原因是因为美元的走弱，而美元主
要是受到三个因素拖累：美国总统

特朗普抨击美国联邦储备加息、美
国耐用品订单经济数据表现极差、
美国联邦储备主席鲍威尔讲话。

此外，上周五，中国央行宣布，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行重启

“逆周期因子”，抑制推动人民币走
低的市场因素的影响。离岸人民
币兑美元周五一度上涨 1.4%至
6.80，创2016年1月份以来最大盘
中涨幅。其实自6月中旬以来，人
民币兑美元已下跌超过6%。

早报讯日前，银保监会发布的《中
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2017年保险小
额理赔服务监测情况的通报》指出，
2017年车险报案索赔环节耗时最长，达
9.94天，在整个出险支付周期中占比为
85.84%；个人医疗保险理赔用时则集
中在出险报案环节，周期达51.55天，在
整个出险支付周期中占比为85.52%。

还有一组比较有意思的数据是，
去年小额理赔结案率大幅提升。
2017年，车险小额案件索赔支付5日
结 案 率 为 98.19% ，1 日 结 案 率 为
89.70%，分别同比提升2.81和7.57个
百分点。 （沈婷婷）

美联储主席发言让黄金猛涨

三个因素拖累美元

投资黄金的好时机来了？分析

从4月开始，黄金就处于持续下跌中

各级税务机关在征管体制改革中
积极发挥群团工作优势

车险小额理赔
去年结案率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