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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动文化”
南京银行“鑫动文化”系列产

品是专门为文化、旅游、设计等类
型的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提高企业
资源利用度，盘活无形资产的贷款
产品。

"产品细分#出版贷：我行为从
事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印刷制作
的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动漫贷：我行为研发、制作动
漫产品、网络游戏及衍生品的相关
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广告贷：我行为从事广告业和

提供会展服务的企业提供信贷资
金支持。
设计贷：我行为从事设计服务

的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文教贷：我行为从事文化相关

产业的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旅游贷：我行为从事旅游服务

的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产品优势$“鑫动文化”系列

产品面向客户群体广泛，融资方式
多样，放款速度快，能及时有效地
提高企业资金流动性，降低企业资
金周转压力。 彭晶晶 徐洁

详情请见网站 !http://www.
njcb.com.cn/col/col2667/in-
dex.html

葡金财富 您身边的P2P理财机构
自从跨入互联网金融发展时代以

来，P2P行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目
前已迈入平稳发展期的葡金财富，始终
坚持稳健合规运营，坚决不碰政策红线
（!"#$年央行对三类非法集资的 %!%

公司的定义）。运营两年多来，通过健全
的管理机制和完善的运营模式，先后为
两千多户家庭实现了财富增值服务，公
司坚持分散、小额、P2P的形式，有效规
避了大额违约的风险。
葡金财富创始团队成员均具有10

年以上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工作经验，有
良好的从业履历和出色的工作业绩，团
队从一开始就将风险管理工作作为公

司发展的根本，且该公司合伙人均是有
实体企业的、信誉良好的企业家，总资
产近百亿元。合伙人所在地区不同、行
业不同，葡金公司通过内部协议，将公
司的有限责任转化为合伙人的无限责
任，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设立风险金，有
效防御了运营风险和政策不确定性带
来的风险。公司资产质量优良，先后推
出7天到15个月不同期限的多种理财
咨询服务，其中年年红和葡金宝深受投
资者的青睐，您可以根据资金使用周
期，选择适合的理财模式。
公司现推出多种P2P小额信贷咨

询服务模式，产品包括房产贷、车辆贷、

小微贷、精英贷，为您提供多样化、低风
险、量身定制的理财服务模式。对违约
借款人除及时处理抵押物、追究担保人
责任外，借款信息还纳入网络金融征信
系统，最大限度确保投资的安全性。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招聘营业部负

责人、团队经理、理财经理、信贷服务专
员、催收专员、客服、办公室文员等岗
位，提供同业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和广
阔的职业发展空间，简历请投：
czpjcf@126.com
联系电话：0519-83856868（张经

理!曹小姐）。
上海葡金

广发银行推出“广银系列”理财产品

目前市场上的理财产品品种多样，
投资方式也越来越丰富，而作为稳健型
投资者都希望在风险可控制的前提下追
求高收益。广发银行针对稳健型投资客
户的需求，全新推出了“广银系列”理财
产品，包含“广银安富”和“广银聚富”。

做理财产品精明买手

不少个人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时
往往只看预期最高收益，实际上这是不
科学的。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水平取决于
该产品的投资标的、投资策略、产品结
构等因素，更需研判市场动态变化情
况。
从发行规模看，目前非保本型理财

产品仍是主流。该类理财产品投向多为
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公开市场债券、
货币市场工具及非标准化债权产品等的
组合，预期收益往往受市场流动性因素

影响。广发银行广银安富产品，精选优质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以及资质优良的非
标准化债权资产，形成稳健的投资组合，
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客户提供不同风
险级别选择。

%广银聚富&为投资加配%安全气囊”
风险和收益从来都是成正比的，对

于大部分个人投资者而言，中高风险项
目虽然预期收益高，但由于风险控制因
素，无形中限定了投资选择。广银聚富的
主要投资标的是结构化优先级产品，投
资于具有较高预期收益的债券型投资工
具。该产品的设计方案通过优先级资产、
分层杠杆式设计、平仓机制等全面风险
控制措施，为客户追求更高收益的同时，
构建风险“安全气囊”，最大限度地保护
投资者的权益。个人投资者可根据自己
的风险承受能力适当配置广银聚富产

品，以提升整体收益水平。
灵活配置不留空档

投资时间损耗是不少投资者都忽略
的一个因素。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一般与
投资时间成正比，因理财资金空档而造
成的投资时间损耗将直接影响到整体收
益水平。
广银安富为客户提供三个月到一年

的多种投资期限选择。客户一方面可根
据自身资金的流动性需求灵活选择，另
一方面也可根据市场流动性的变化，有
效捕捉购入理财产品的时机，获得更好
投资回报。
广银聚富则满足了中期投资资金追

求更高收益水平的需求，为客户提供一
年左右投资期限的中期债券型资产投资
选择。

广萱

华夏电商快线 全面、快捷的金融服务平台
电商订单支付'方便快捷高效

根据不同客户的需要，电商快线为
电商企业或平台提供直接支付、冻结支
付、商户保证金、银行保证金、批量支付
5大业务模式，华夏银行通过与客户系
统对接，能高效完成每笔订单的支付结
算，足不出户快速达成交易。
资金三方存管'保障资金安全

对于各类要素市场、交易平台、招投

标等创新交易模式，华夏电商快线设置
了独特的资金三方存管功能，客户交易
资金存放在银行存管账户中，有效防范
交易资金被侵占、挪用等风险发生。同
时，通过将银行实体账户、会员子账户和
交易会员号一一绑定，锁定交易会员的
出入资金流向，保障客户资金安全。
支持跨行交易'资金快速到账

通过独创的技术手段，电商快线为

交易平台客户的资金出入提供支付便
利，他行客户无需到华夏银行开户，即可
直接将资金转入指定账户，系统可快速
确认每笔资金的来源，省去客户或交易
平台自行确认的繁琐手续。
网签方便安全'多种渠道发起

支持客户直接通过交易平台或网银
发起签约，无需到柜台进行面签，极大地
方便了客户。 曹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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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产品

收益无空档，风险可控制

搜信息

招商银行

港股学堂

南京银行

金融解决方案

黄金仍有下行压力
"行情回顾$上周国际金价假日

结束后维持震荡，上周四晚间出现反
弹，现货黄金5月30日开盘1255.32
美元/盎司，6月5日收盘1253.17
元，下跌了2.15美元；现货白银5月
30日开盘19.02美元/盎司，6月5
日收盘19.03美元/盎司。

"关键事件$美国股市道指和标
普500指数上周四创下纪录收盘新
高。美国原油缩减跌幅，金价上周四
大涨近1%，创下三周最大单日升幅。
欧元兑美元上周四从四个月低点反
弹，欧央行宣布了一系列宽松措施，
包括降息以及新一轮LTRO。欧央行
将央行存款利率下调至-0.1%，欧央
行终于跨入负利率时代。

"操作建议$欧元兑美元上周四
从四个月低点反弹，美元冲高后大幅
回落，回吐全部涨幅。技术面上美元
指标高位拐头，价格回到布林中轨附
近，预计后市价格将围绕布林中轨震
荡。
金价上周四大涨近1%，创下三

周最大单日升幅，此前欧洲央行降
息，并宣布一系列刺激措施。技术面
上黄金指标低位拐头，价格小幅走
高，但上方压力较大，预计后市价格
反弹后仍有下行风险。 陈炜

兴业银行

一周金银点评

香港打新股指南
一般而言，在香港，投资者首先按照认

购新股的金额分成两类，以不同的方式进行
申购。供公开认购的证券总数平均分为两
组：A组及B组。A组证券应按公平原则分
配予认购额为500万港元或以下的申请人，
即市场认购部分。B组则应按公平原则分配
予认购额超过500万港元的申请人，即机构
配售部分。
散户有两种认购方式，对于认购额在

500万元以下的散户投资者,可通过白表或
黄表两种方式去认购新股,但两者只可选
一,不能同时使用白表及黄表去认购。投资
者如以个人名义登记获配发实物股份，应使
用白表；如希望获配的新股直接存放在中央
结算及交收系统，应使用黄表。白表与黄表
的主要区别是：由于邮寄实物股票需要时
间，白表投资者在收到新股并将新股交给经
纪商才能卖出股票，因此有可能来不及在新
股上市首日买卖；而黄表中签者则因其获配
股份已存于中央结算系统而节省时间，因此
不影响上市首日卖出股票。此外，客户可通
过登陆交易软件进行网上新股申购。
新股发行在定价方面通常会为二级市

场留下一定空间，公开发售认购权通常是抽
签决定。 何炎

招商银行办理网点!常州分行营业部
地址!常州市钟楼区通江南路88-1

! ! ! !招商银行分行营业部电话!8817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