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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10年
常州同行与

三大高手为常州投资者支招
我市招行携手招商证券举办投资报告会

12日，招商银行常州分行携手
招商证券举办2016年经济展望投
资策略报告会。招商证券首席资产配
置和投资策略分析师陈文招、招商证
券多空策略实盘组合投资经理罗果、
招商证券主题驱动实盘组合投资经
理徐君毅分别作主题演讲，为300
多位观众带来了满满的干货。

会后，三位高手还与观众进行
了热烈的互动交流。

陈文招：经济转型
带动新兴行业崛起
陈文招表示，人口等因素决定

经济转型。“经济转型的路径表现为
劳动力价格上升 -居民收入提升
-大众消费升级；房地产和劳动力
价格上升-企业成本升高 -产业
升级、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陈文招认为，经济转型将带动
一批新兴行业，如影视娱乐等消费
快速成长；环保、TMT等新兴行业
总体处于扩展；医疗健康稳定增长，
“2014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收入增
长17.4%，支出增长19.6%；整体增
速有所放缓，但未来维持15%左右
增速应无困难”。陈文招还推荐了智
能制造、半导体、VR虚拟现实、智
能汽车电子等新兴行业。

陈文招总结，未来市场将呈
现出“充裕的流动性+整体不景
气的行业+少数看好的行业”这
种“局部泡沫”的格局。他建议大
家战略上可增加对股市、债市的
配置；对于具体行业及股票选择
可根据价值、成长、主题按2:6:2
的比例配置。

罗果：选股、择
时大揭秘
罗果向观众详细阐述了各种

股票投资的“秘笈”。
譬如对市场策略的分析，可

从经济基本面、上市公司业绩、估
值、资金面、政策面、市场情绪、K
线技术指标、外围市场等多个维
度进行分析。罗果解释：“总体上，
市场的决定因素长期看基本面，
即经济增长和盈利增长；中期看
流动性，包括货币政策、外汇占
款、杠杆资金等；短期看市场情绪
和政策影响。”

罗果认为，近期市场将面临美
元加息的不确定性，要注意12月
的流动性风险，短期风格可从成长
股向价值股和周期股转换。“展望
2016年，流动性长期宽松将支撑
股市上行，如果经济回升不明显，

市场仍然存在宽幅震荡的可能，新兴
行业仍是长期配置的方向。”

在罗果看来，受转型升级影响，
过去资本市场传统行业轮动规律将
被新兴行业的“事件驱动”，即主题
投资所替代。“根据十三五规划，未
来主题投资有信息经济、环保及新
能源、工业 4.0、医疗大健康产业、
国企改革、一带一路等。”

罗果建议投资者，选择个股可
从成长空间、优秀的商业模式和独
特的竞争优势，卓越的企业家精神

等方面加以分析。

徐君毅：2016年
将现慢牛行情
徐君毅开门见山判断了当前

资本市场的走势：“10月份中阳线
开启反弹行情，预计反弹后需回落
寻求支撑。3000点附近是本届政
府的政策底及市场底，预判年线附
近即3400-3500点收复后将成为
强支撑。”

徐君毅建议，12月，由于资金
回笼，消化获利盘等因素，以防御为
主；2016年1月份，应密切关注解
禁限令到期后的影响；“由于国家队
在场，预计下跌空间有限。”

徐君毅认为，2016年资本市场
将大概率呈现慢牛行情。“预计以进
二退一方式进行，攻击4000点附
近或回落至年线附近寻求支撑，可
适当差价操作降低持仓成本。”

本次活动为招商银行常州分行
岁末回馈客户之举。自上月招商银
行常州分行财富管理中心揭牌以
来，该行的零售业务又迈入一个新
的发展期。据了解，招商银行自确定
“轻型银行”战略以来，已构建起资
本消耗少、风险权重低、风险可控的
资产与业务体系；在角色定位上，实
现了从贷款提供者向资金组织者、
撮合交易者、财富管理者的转变。而
财富管理、小微金融、消费金融正是
招行零售业务的重点领域。

张琛 赵蕾 陈红燕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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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计委
到国寿溧阳支公司调研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中国人寿常州市分公司获悉，国家

卫计委有关人员近日到中国人寿溧阳支公司调研该公司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的开展。

通过座谈会的交流，国家卫计委有关人员对国寿溧阳支
公司承办的基本医疗保险及大病保险工作表示了肯定，特别
在周边地区普遍亏损的情况下，溧阳大病保险仍能保本微
利，可见其风险防控措施值得称赞。调研当日，一行人员还下
村下乡，赶赴患者家中，切身感受到大病保险对低保户的保
障、国寿高质量的转诊服务、商业保险宝贵的补充价值。

据了解，为解决转外就医看病难、医疗服务监管难、医
保补偿结算难等问题，中国人寿江苏省分公司接受省卫计
委委托，积极搭建省内转诊服务和结算平台，已在南京市6
家医院派驻健康管理服务团队。该项目被列为江苏省综合
医改重大创新，得到国家卫计委、保监会和中国人寿总公司
高度重视。而国寿常州市分公司在该项目上成绩突出。截至
目前，该公司大病保险参保人数达562250人；截至11月
30日，该公司今年大病保险赔偿达 3059人次，共赔付
715.43万元。 !徐杨 董晔"

助力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
常州建行开展银科合作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科技局召开扩大“苏科贷”合作
银行签约仪式暨合作银行创新产品发布会，建行常州分行
积极参与并紧抓本次签约契机，与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成功签约合作“苏科贷”项目，同时向参
会的150多家企业代表介绍了该行面向小微企业推出的
系列创新产品。

江苏某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注册资本
1580万元，员工75人，该企业的主导产品为硬齿面重载齿
轮。企业于2009年5月通过了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
证，目前拥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德国NILES高精度数控成
型磨齿机5台，企业产品遍及船舶、冶金、港口、风电、重型
机械等多个领域。近年来，由于经济形势日益低迷，又无法
提供更有力的担保措施，企业在融资上遇到了一定阻力。得
知该情况，建行常州分行向企业积极推介“苏科贷”产品，获
得企业认可。经过该行与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共同审
批，最终成功为该企业发放“苏科贷”300万元。

据了解，“苏科贷”是省科技厅出台的金融产品，旨在进
一步加强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紧密结合，提升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首次贷款额度一般在100
万元，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续贷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苏科贷”主要面向科技型小微企业，重点支持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下、职工总数在300人以
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30%以上、
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不低于10%、研
发投入比例不低于年销售收入4%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
在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产业园等科技园区
内注册的科技型小微企业。

截至目前，建行常州分行“苏科贷”业务贷款客户8户，
贷款余额1710万元，累计向14户科技型小微企业发放转
型贷款2830万元。下一步，该行将继续对有融资意向的客
户推介“苏科贷”业务，更好地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徐杨 吕学铭"

书中自有黄金窝
张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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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宝被查事件爆出后#

小编当日赶了篇稿子$$$%当实力

跟不上欲望&' 虽然#

"

租宝所在的

#$%

理财平台已被证伪# 但这一事

件仍在持续发酵中'

本周# 某银行客户经理告诉小

编两个真实事例(一例是客户甲#自

去年开始投
"

租宝# 从一开始限额

申购到上半年突然发现买入多少都

能成交# 甲开始警觉# 陆续将钱赎

回#从开始的
&'(

天就能到账到断

断续续一个多月才能到账'所幸#在

平台出事前# 甲连本带息把钱都取

出来了'另一例客户乙#就比较悲惨

了'乙同样没听该客户经理的劝阻#

将数百万身家全部投入泛亚#结

果#大家都知道了'

在小编看来# 至少#

"

租宝被

查出自融问题#投资者的钱多少还

有点回来的可能性)而泛亚的一整

套投资体系是非常标准的#基本找

不出漏洞' 纵然#投泛亚的投资者

可以痛殴宋鸿兵#但就法律角度来

说#泛亚立案的可能性很小' 就算

泛亚立案了#届时#泛亚赔给投资

者一堆铟#先不论该有色金属是否

有毒#存在哪里都是个问题*

其实#出事前#对
"

租宝#对

泛亚的质疑声并不少# 但很多人选

择了闭目塞听' 上周小编有同事看

到那篇%当实力跟不上欲望&#确认

"

租宝被查后#才忙不迭打电话给
"

租宝的客户经理'据转述#该客户经

理的回复是#目前虽然提不出钱#但

等调查水落石出后会把钱退出来

的' 你信吗+ 反正我不信'

当实力跟不上欲望# 多读书就

显得尤为重要'古人云(书中自有黄

金屋' 不少今人对这一观点是持嘲

讽质疑态度的' 投资
"

租宝的同事

说#就是看了央视上的广告才买的'

古人又说了#尽信书不如无书'何况

媒体乎+ 个人体验#书读多了#非但

不会变傻#反而能够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 说读书无用论的可能是原本

就傻#而非读傻的'

所以 # 当有人对所有
%$%

平

台#资管公司等都一棒子打死时#我

又会觉得不要矫枉过正,因噎废食'

对于
%$%

平台而言# 最重要的是#

投资者要确认债权的真实性' 假设

"

租宝的债权是真实的# 投资人的

钱是被借给企业或个人的# 那就算

平台倒了# 投资者还可以找那些借

钱的企业或个人要钱' 问题是#

"

租

宝压根就没把那些钱借出去# 而是

利用这一平台#将钱挪走了'

又到岁末# 大家多少能拿到一

笔年终奖吧' 在这个一年中最富裕

的阶段# 小编觉得还是要给大家泼

泼冷水' 借用我市某业内人士朋友

圈的感言(-形形色色的财富投资公

司不断充斥大街小巷# 辨别风险真

有这么难吗+我觉得(一是越借媒体

造势的越别信# 央视等为首的媒体

从来都不是信誉保证# 给得起钱让

它播什么就播什么)二是越拉银行,

保险等正规机构.陪绑/的越别信#

看看清楚# 那些合作条款对保障本

金一点用都没有) 三是越鼓吹收益

的越别信#那是钓鱼的饵#哪会有这

么高的收益'还是那句话#你想他利

息#他想你本金* 0

!"#$ %&' '( )*+, -./0123

!45

"#$%

"#&%

"'&!%

()*!'*('*&+

(,*!-*(#((

678 * 9

:78 * 9

::78 * 9

"!;

.* ;

*/( ;

"-01/78 * 9 "&2 ;

<=>?@ABCDEFG

!"#$ %&' ()'* +,-. /012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2 &()*+, $%&$'($%&%$ .*! '"' !&+,

!!"#$ !"% 3&-./0 $%&$'($%&%$ "$! '"' *&',

!!"#$ !"% 4&12,

$%&$'($%&%5

6$+34 %!37

'.! '"' !&+'8

!!"#$ !"% 9 &12, "$! '"' !&)',

!"#$%&'()*+,-

HIJK 3L 'M

!"#$%&'()*+,-.*/0123456#789

6:;801<=>?@AB(23C$DEF !GHIJK

LMN#OPQHIRS>?TUVDEF !GWHI6XYZ

C,[\]^

7896HIRS_`abcde3fgh# i6jk

lmSnVDEF !GCHIopqr#jstXpOKuvX

wRxy#z01{|}~����CFfop�{I|��

:�����'q]op^

DEFC������\��8��C����# ��

�HI6X��\�^ 7896�f���& ¡¢£¤¥

O01¦§op#¨©�V90ª«4op¬#®01¦§~

�¯°x±²±�|�Xp�³´I|�v¬Cµy]90y

¶HIop�·^ DEF2¸¹#i6eº»¼½VDEF !4

op01¦§�¾��¿6ÀwÁÂÃ^ Ä  " Å#7896

¶zÆ''ÇÃÈ96#ÉÊËÌ)*01¦§ÍÎ)ÏÐÑ

¨©C01DEF£ÒÓÔÕ#zÖ201{|}~���z

��C90×Ø'Ù�FfÚÛop^

!"

./#$01234$

5./6789:;<=>?

# # # #!"#ÜÝ96ÞßL6àáâã6ä%åÇVÜÝæ 

HIophçÈGeèXã6é^

êë#ÜÝ96èXã6ìíîïðñòó«#ôõK�

æöð÷)#)æ øÒ�ù^ úûi6ËèXã6¿6�ü

æ�ýæ]�©#þÿ�æ øÒop!ð#~�!XCDE

F ! ª"#$%&op#'()*+,�+-�q.�/012

�3q%&45#6zæ dþ789:�;<=>�^ ??#

@XA!B£C'¾DEFGH�æ IJKLC¶¬#¿'

ÙM!�Oæ øÒCNO#ezæ øÒA�96XpC?

?#6WPQ~��'RST�7U�V8�W%C§X^

ÜÝ96ÞßèXã6j(úûVæ HIophçÈG

þÿzKCYÈ#8Z¨©V[Ï���\Ï]Á�^ÏopGC

ÜÝ96æ HIop¬# _`abcÁ:ö3cÁd~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