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中国GDP增长将超9%

1月7日，浦发银行连续
第五年举办全行志愿者日活
动，在全国30余个省、50余座
城市，5000多名浦发志愿者，
统一时间、统一形象，以社区
金融服务、敬老助孤、帮困帮
残、倡导低碳环保生活等形
式回馈社会，传递该行对社
会、他人、环境的关爱，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

本次活动以“传递关爱、
责任先行”为主题，与该行去
年“传递关爱、幸福中国”的
全行志愿者日活动一脉相
承，旨在提升员工志愿者队
伍的责任意识，希望员工能
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个人作为
社会公民的责任相统一，在
日常工作、生活中，关爱社
会，关爱周围的人与环境，创
造美好幸福的家园。

1月7日早上，浦发银行

联合上海申通地铁集团在上
海地铁人民广场站举行了简
短而隆重的启动仪式，来自
中国银行业协会、上海银行
同业公会、上海团市委以及
上海银监局的领导，以及上
海申通地铁集团党委副书记
徐建群，上海申通地铁集团
副总裁邵伟中，浦发银行党
委副书记冯树荣，浦发银行
副行长刘信义等领导出席了
仪式，正式启动该行2012年
第五次全行志愿者日活动。
仪式上，浦发银行向上海地
铁捐赠了2万把可供循环使
用的爱心伞，乘客可在需要
时向地铁站点借用，并在任
一站点归还，最大限度地为
乘客提供便利。同时，浦发银
行还向地铁公司捐赠了首批
10个环保回收箱，用于废旧
磁卡、一日卡等回收，积极践

行环保责任。该环保回收箱
在上海地铁尚属首次启用。
当天，包括浦发银行总行和
上海分行在内的近800名志
愿者参加活动，分上、下午驻
守上海地铁数十个客流集中
的站点，开展文明安全出行
宣传、维护乘车秩序、引导乘
客正确使用公共安全设施等
志愿服务。

在北京，浦发志愿者同
样走进地铁站，协助地铁交
通协管员为乘客志愿服务，
同时宣传节能减排知识，倡
导低碳生活方式；在济南，志
愿者走进济阳县垛石镇后楼
小学，为那里的孩子们送去
书包、铅笔盒、书本、海绵垫
等学习体育用品，满足他们
的新年愿望，并与孩子们进
行乒乓球比赛、跳大绳等体
育活动；在呼和浩特，志愿

者通过组织手帕历史展、手
帕DIY、手帕游戏等活动，唤
起公众对手帕的浪漫记忆，
倡导“少用纸巾，重拾手帕，
低碳生活”；在沈阳，该行40

名志愿者前往皇姑区启智
幼儿园，关爱智残小朋友；
在武汉，浦发志愿者走进江
汉 区 社 会 福 利 院 慰 问“ 三
无”老人；在南宁，浦发志愿
者走进农民工子女，关心他
们的学习与生活；在昆明，
浦发志愿者携手客户家庭，
在滇池海埂公园开展滇池
保护宣传及放鱼滇池生态
保护行动；在香港，浦发志
愿者走上街头，为智障儿童
慈善募捐……多样化的志
愿服务活动同一时间在全
国50余座城市展开，传递浦
发银行对社会、他人和环境
的关爱。

浦发银行一直高度重视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工 作 ，早 在
2006年就率先发布中国银行
业界第一本《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迄今已连续发布六
年。2010年 ,浦发银行制定了

《浦发银行2011-2014年企业
社会责任战略规划》，将社会
责任工作与银行品牌战略以
及银行整体发展战略相对
接，从而将社会责任工作有
机融入品牌建设以及整体发
展之中，把社会责任工作融
入到银行的日常经营发展管
理之中。

“浦发银行全行志愿者
日活动”是该行志愿服务长
效化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
重要内容。自2008年至今，每
年1月9日行庆日前，该行都
会统一策划、组织大规模的

全行志愿者日活动，开展各
类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迄今
已有累计2 . 5万人次参与，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
认可：2008年，3000余名志愿
者参加了首次“浦发银行全
行志愿者日”活动，活动围
绕社区金融服务、环保、敬
老、助孤四个方向，向社会
传递温暖和希望；2 0 0 9年，
5000余名志愿者上街头、下
社区、进福利院，开展了扶
贫、助学、敬老、环保等不同
主题活动；2010年，6000余名
志愿者以“低碳 ,让生活更美
好”为主题 ,开展了各种形式
的低碳环保活动，倡导低碳
生活；2011年，8000余名志愿
者以“传递关爱，幸福中国”
为主题，向客户、亲人、社区
以及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奉
献爱心。

传递关爱，责任先行

浦发银行举办第五次全行志愿者日活动

近日，工行举办贵金属新
产品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推
出账户贵金属双向交易、账户
贵金属定投、账户钯金交易及
大龙章实物金银等一系列贵
金属新产品。

账户贵金属双向交易也
称先卖出后买入交易，是指客
户可在卖出账户贵金属交易
的同时，在卖出的账户贵金属
数量内叙做部分或全部买入
交易交易的业务。这一业务刷
新和改革了原来账户贵金属
产品只能单向做多的交易方
式，使客户在贵金属价格下行
时增加获利机会。适合具有一
定的交易经验、风险偏好较

高、对贵金属市场有一定认识
的个人投资者。

账户贵金属定投业务是
指个人客户以人民币或美元
为交易结算货币，根据制定的
投资计划，在一定期限内按照
计划投资数量定期买入账户
贵金属产品的业务。在客户制
定账户贵金属定投计划后，工
行将按投资者设定的投资期
限、计划投资日和计划投资数
量等，从客户的指定账户中自
动划转资金，帮助客户定期、
定额买入账户贵金属，从而实
现客户资金的保值增值。此项
业务具有投资门槛低、自动投
资、轻松理财、交易灵活等特

点，为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中
长期贵金属投资交易需求开
辟了新的途径。

此外，本次工行还推出账
户钯金交易，进一步丰富了账
户贵金属交易品种，更好满足
投资者对贵金属品种多元化
的投资需求，与账户黄金、账
户白银、账户铂金交易构成贵
金属交易体系。账户钯金交易
分为账户钯金(盎司)兑美元、
账户钯金(克)兑人民币两个交
易品种。近年来，国际市场钯
金价格不断攀升，在其他投资

产品大幅下跌时，钯金下跌幅
度较小，突显避险属性。

值得一提的是，工行还
推 出 了 实 物 贵 金 属 新 产
品——— 大龙章实物金银，该
产品不仅设计构思惟妙惟
肖，而且体现了中国特有生
肖龙年的主题概念，为贵金
属投资收藏爱好者提供了又
一个投资新选择。

工行贵金属账户交易与
实物是您投资理财，避险增值
的最佳选择，工行各网点将竭
诚为您提供全方位服务。

工行再推贵金属理财新产品

格财金资讯

日前，山东省金融
工作办公室通报表彰了
一批山东省金融工作先进
单位。其中交通银行山东
省分行、山东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等单位获得“山
东省金融发展贡献奖”，招
商银行济南分行等单位获
得“山东省金融创新奖”。

据了解，在过去的
一段时间中，获奖单位
围 绕 “ 转 方式、 调 结
构 ” 这 一 主 线 ， 坚 持

“争规模、保重点、重
监管、创服务、促发展”，
加快金融创新，提升金融
服务水平，充分发挥了金
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
撑和保障作用，为全省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
了积极贡献。

此外，济南市市中
区 、 胶 州市等 地 人 民
政 府 还 获 得 了 “ 山 东
省金 融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模范奖”。

山东金融工作先进单位出炉
交通银行、农信社等获金融发展贡献奖

招商银行等获金融创新奖

什么行业能持续稳
定的赚钱呢？这是吴先
生 苦 苦 追 寻 的 一 个 问
题。吴先生以前是做机
械配件生意的，前两年
这个行业特别火，但从
爆 发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以
来 ， 生 意 越 来 越 不 好
做 。 平时特 别 关 注 报
纸、网络等媒体，希望
能从中找到受外界因素
影响较小的行业，但一
直都不甚理想。

直到有一天，他去
朋友干洗店有点事情，一
上午的时间，看到店里取
送衣物的顾客这么多，跟
朋友细细一交流才知道
洗衣业利润竟然这么高，
平均利润空间高达80%。
洗衣服务的单笔交易金
额低，且顾客愿意预先付
款，不存在呆账、滞账的
情况；产业变化性小，风
险低，它不像哗众取宠的
流行性商品，或价格昂贵
的奢侈品，只要消费者每
天都要穿衣服，不管市场
经济怎样变动，洗衣店的
生意都可以永远持续下
去，一年比一年生意好，
使投资风险大大降低；
洗衣业不像其它行业，

必须先备货库，储放在仓
库，再销出去，卖不掉就
要丢掉。因此，洗衣业不
会积压资金，更没有存货
损失。这和吴先生以前所
从事的行业有很大的区
别。他决定把投资方向锁
定在干洗业。

考察了很多干洗品
牌，他最终选择了加盟国
际知名洗衣连锁、山东干
洗业第一品牌——— 朵拉
国际洗业公司。自开业以
来，吴先生用心经营，短
时间便收回投资，利润稳
步上升。在朵拉洗业公司
的协助下，成为金融业、
银行业等行业的定点团
体洗衣单位，现在每天衣
物输送线上都是满满的。

吴先生非常庆幸自
己当初选择朵拉国际洗
业公司。他现在积极的向
朋友们推荐朵拉，希望身
边的朋友们也能快速加
入赚钱的行列……

□周爱宝

2012年终于来了，那一
夜，没有雨也没有雪，甚至没
有风。祥和的一年就这样开始
了，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

在告别全球躁动与股市
跌宕的20 1 1时，央视和几家
卫视发挥娱乐精神，同时在
PK跨年演唱会。深夜，困意
一阵阵袭来，但在儿子的鼓
励下，听着王菲充满禅意的
歌声，迎来了2012年。年轻人
说，这首歌听起来有些凄凉
的意境。其实，四十多岁的王

菲一如过去，平淡而从容，只
是更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感
悟，对不可预测的人生多了
一份顺从。

2012年，对我们广大投资
者来说，也应该有一份淡定的
心境。2011年的最后30个交易
日，A股一路下行，连一点反
抗的力量都没有。新年过后的
三个交易日，并没有新年新气
象。但是，爱宝却一点也不担
心，感到否极泰来的时刻就要
到了。在去年四季度，中国三
大金融监管机构掌门易人，大
家都在深刻反思当前面临的
经济现状，而不是忙着放好消
息刺激股市，忙着放松银根托
住房价。

当然，对2012年，我们不
能太乐观。因为全球经济仍处
困境，国际上欧债问题重重，
欧美恰逢大选之年，不可能把

精力全部放在发展经济上。国
内经济转型任重道远，投资、
消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都有必要做出调
整。但是，虽然经济结构需要
调整，但中国的金融没有大问
题。全国金融工作第四次会议
刚刚结束，以金融这个杠杆促
进中国经济转型，可以起到四
两拨千斤的效果。存款保险制
度终于破冰，利率市场化也提
上日程，这显示了中国金融业
的淡定从容，又有着时不我待
的坚强决心。

2012年，最宝贵的还是信
心。不是吗？多年以前，大家担
心2012年的到来，结果2012年
风平浪静地到来了，大家工作
照常干，小酒照常喝。有人说，
我的股票与房子套住了，高兴
不起来。爱宝说，每个人要对
自己的投资决策后果负责，

“愿赌服输”，不要埋怨，对于
经济周期经济学家都难预测，
何况我们。你想想，只要有一
份工作，有一个快乐的家庭，
家庭财务有充足的流动性，我
们就没有什么担心的，就没有
过不去的火焰山。

新的龙年就要来了，还记
得2000年那个龙年的热血沸
腾吗？12年来，我们从激情四
溢，到理性怀疑；信仰从缺失
到寻找，从追求金钱到追求幸
福。我们进步了！在经历了股
市从熊到牛，从牛到熊双周期
后，岁月不只苍老了脸庞和心
境，还留下了许多美好和理
性。守望春天，守望未来！

守望春天 守望未来

业内人士指出，2011年
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虽然
出现了放缓的态势，但是总
体上还是保持了良好的运
行趋势，这种良好的趋势是
在应对国际新环境和对国
内经济出现的困难中取得
的，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仍

然能够保持良好的运营态
势是十分来之不易的。

我国经济发展去年面
临了严峻的挑战。首先是国
际环境的影响，欧洲主权债
务危机不断升级使得世界
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迅
速上升，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
的困难，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
响也在逐步加深。而对于国
内，经济虽然继续保持平稳较
快增长的运行态势，但是在发
展中的一些问题也随之逐渐
表现出来，供给趋紧、通胀压

力等都十分紧密的影响着我
国2011年的经济运行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
12月份所发布的2012年《经
济蓝皮书》中表示，2011年我
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
所放缓，预计GDP全年增长
速度将达到9 . 2%左右，增速
比上年回落1 . 2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中国银行预
计2011年全年中国GDP增长
9 . 3 %左右；交通银行预计
2011年四季度经济增速将回
落至8 . 6%左右，全年经济增

长将在9 . 2%左右。
作为“十二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2011年中国经济
的良好运行态势给整个“十
二五”规划的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十二五”期间我
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

“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
惠民生”，首先还是将稳增
长放在第一位，这也表明宏
观经济政策总体会保持一
定得稳定性，经济增长率也
应该会维持在现有的阶段
甚至会更高。 (证券日报)

2011年全年中国经济运行

情况即将发布。根据多家机构

以及专家预测，2011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预计将超过9%。

你想持续稳定的赚钱吗？

咨询电话：
400-8095-777
0531-86117788
网址：
http://www.droloh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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