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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市市民民炒炒外外汇汇一一月月赚赚了了4400%%
不过专家提醒，应注意外汇变动的投资风险

中际装备

证券代表辞职

本报 3月 1 2日讯 (记者 姜
宁 ) 12日下午，中际装备发布公
告称，在当日公司受到了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张卫东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称张卫东因为个人原
因，辞去了公司的证券事务代表
的职务，根据《公司法》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卫东的
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张卫东不在担任公司
的其他任何职务，也不持有相关
股份。此外，中际装备将会按照
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
务代表。

隆基机械

5000万元买理财

本报 3月 1 2日讯 (记者 姜
宁 ) 1 2日晚间，隆基机械发布
公告 称 ，公 司 与恒丰银行龙口
支行龙中分理处签署了购买理
财产品协议，公司出资 5 0 0 0 万
元购买了该行保本浮动收益性
产品，产品期限为 1 8 4 天，起息
日为 3 月 1 1 日，到期日为 9 月 1 1

日，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 . 4%。而
在去 年 ，隆 基 机械已从中国农
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多次购
买了理财产品。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李
丹 ) “最近收益不错，心里挺
恣儿的”3月12日，全职妈妈姜
女士笑容满面地对记者说。“最
近汇率可谓是波澜壮阔，操作
起来挺过瘾的。”姜女士经过2

年多在外汇市场上的摸索之
后，现在慢慢摸到了炒外汇要
坚决控制仓位和敢于止损的七
寸，2500美元的本金，不到一个
月赚了1000多美金，收益率保
守估计达到40%。

“要在家接送孩子，经济不
独立，只能想办法多挣点儿零
花钱。”姜女士谈到自己的理财
经也是一脸的无奈。姜女士说：

“没生孩子之前，看别人卖服装
挺赚钱，我也跟风似地杀进去
了，看着容易做起来难，2万块
钱打了水漂。”姜女士在2007年
开户炒股，开始的时候也赚过
点儿钱，随着大盘形势的不好，
赚的基本上都赔进去了，她强
调：“尤其是大盘现在这个熊
样，更没有参与的欲望了。”

2012年年初的时候，碰巧
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外汇炒得
不错，姜女士就开始慢慢地接
触炒外汇。“自从炒股赔钱之
后，我老公不是很支持我做这

种高风险的投资，我都是拿私
房钱偷偷地炒，不让他知道。”
姜女士捂着嘴乐呵呵地说道。
开始的时候，她投入了一万美
金，寻思能多赚些钱。“我胆儿
大，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深浅，
下单没数仓位重，忽略了外汇
的杠杆效应，经常爆仓。”姜女
士感叹道：“记得有一次看多英

镑，结果买错方向了，跌得很厉
害，一直不舍得止损，最后在赔
了3060美元的时候，才狠了狠
心割肉了。”

“我也不贪心，一天能赚20

多美金，一个月也能有近600美
元。”姜女士自豪地说：“当然有
一天做股指期货赚了300多美
金，感觉特别爽。”在与记者谈

话间，姜女士交易的加拿大元
又赚了26美金，而她买的新西兰
元则判断错了方向，赔了18美
元。对于涨跌，姜女士觉得自己
心态比较好，对投资上的得失
心还是比较淡定，当然挣钱了
她也会很开心，可以多买几件
自己喜欢的衣服，赔点儿她就
继续努力把赔的钱赚回来。

随着操作时间的增加，姜
女士通过向专家学习，多听外
汇平台的巡回讲座，以及自己
的实战经验，她也逐渐得领略
到了外汇投资的乐趣。她选择
的是400倍杠杆比例的交易平
台，一般外汇波动是很大的，正
常是60-70点的波动，最厉害的
时候波动几百点也有可能。姜
女士介绍：“我现在限定自己拿
2500美元操作，一般仓位控制
在10%以下，方向做错了也狠

得下心止损，最近收益不错。”
“炒外汇最重要的就是

选择一个大的安全的平台，
哪怕他的年息费和点差费能
稍微高点”姜女士凭着自己
的炒外汇的经验说，她记得
去年夏天一段时间某个炒汇
平台不知道什么原因，资金
是无法转出来的，这样就得
不偿失了。她认为虽然正规
平台比较稳妥，但她更喜欢
杠杆比率是400倍的更刺激的

平台。其实，她选择的是在亚
洲 尤 其 是 国 内 有 客 户 服 务
部，并且接受个人去考察的
一个非法交易平台。

对于炒外汇的可行性，
中国银行资金业务部产品经
理张冠华12日对记者说：“炒
汇是一些喜欢高风险的玩家
的投机方式，稳健的市民还
是以保值增值的投资方式为
主。”对于未来人民币对美元
的走势，他认为有两点，首先

美元对人民币他感觉大方向
上说还是以双向波动的概率
大，不可能那一币种单一升
值，之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也
曾做过这方面的发言。其次，
要想对外汇的走势做出一个
大致的判断现在还不好说，
毕竟两会还没结束，还是要
等两会开完，一些相关的政
策出台后，再去预测更稳妥
一些。

本报记者 李丹

未来人民币还是进行双向波动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李
娜) 12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报6 . 1343，再创年内新
低。同时，市民在做理财时发
现，外币理财的预期收益率高
了两三个百分点，美元理财产
品预期年化收益率高的可达
5%以上，澳元则突破了8%。

据了解，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美元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都
3%以内，澳元也低于5%。以美
元为例，美元的1年期定期存款
利率为0 . 75%-0 . 8%，而不管是
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

银行，期限在3个月以上的同类
理财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都在
3 . 3%以上。

中信银行11日起息的一款
美元理财产品，180天固定年化
收益率5 . 3%，澳元6个月期固定
收益型产品，年化收益率为
6 . 3%，这两款产品面向的都是
中信银行的财富客户。中信银
行烟台分行的理财经理介绍
说，最近前去咨询外币理财的
市民还是比较多的，这些客户
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持
有大量外币，另外就是客户子
女在国外留学，自身的资产会

做一些外币的配置，以备使用。
此外，兴业银行最新一期

“天天万汇通”理财产品收益也
非常可观，92天、184天、365天
的美元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
率分别为：4 . 6%、4 . 7%、4 . 8%。起
购金额是8000美元。

中国银行烟台分行理财中
心工作人员称，对客户进行资
金理财配置时的建议是：看汇
率走势分批次储备，持有一定
比例的外币，来规避单一货币
的贬值风险。

“从长期来看，美元走强的
可能性很大，投资者可以适当

购进美元，但是，外币理财存在
汇率风险。”一位股份制银行理
财经理告诉记者。

“从人民币理财换外币理
财，可不是紧紧盯着预期收益
那么简单的事儿，这其中还要
考虑汇率波动的因素。”一国有
银行烟台分行理财经理介绍，
他并不建议通过换汇进行外币
理财。现在换汇理财，产品到期
后，是按照到期后的汇率来换
成人民币的，如果人民币升值，
那么有可能预期收益还没有现
在高，并且两次换汇，都要有兑
汇费用。

商商业业银银行行外外币币理理财财收收益益走走高高
业内建议持适量外币以规避贬值风险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姜
宁) 12日股市开盘后，一直起
起伏伏不停，在折腾了一天之
后，又回归到了1997 . 69点位，
仍未升高到2000点以上。不过
烟台上市公司的表现还算不
错，12日当天有18只烟台股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股价上升。

在12日开盘后，以园城黄
金、恒邦股份等为首的几只烟
台股股价增长迅速，不过在午
后，烟台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下降态势，到下午收盘之后，
园城黄金股价上涨2 . 8%，恒邦
股份股价上涨2 . 23%。

“个人来讲还是看空本周
的股市情况，等到两会具体政
策出台后股市才能有所好转。”
南大街一位证券公司的负责人
刘经理告诉记者。不过在最近，
一些利好性的政策仍然会让股
市股价有所抬升。“例如民营银
行试点方案的出炉、交通部推
进现代港口体系建设等，不过

上周以来的一系列事件，例如
昆明事件和马来西亚民航事件
都为股市蒙上了一层不利的面
纱。”刘经理说。

12日上午，在证券公司的
营业厅内，一位老股民告诉记
者，现在以股民的看法来讲，不
应该过多地去关注创业板中小
板这些高收益、高风险的股票。

“前一阶段在杰瑞股份上赔了
一些钱，现在跌到了60多块钱
每股，赔了10%多吧。”一位股

民告诉记者。
而在南大街文化宫附近一

家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分析称，
最近几日股市将会继续收阴，
不过地产和银行方面有着不错
的表现，只是不足以引领大盘
的反转，本周内将继续看空行
情。

而在26只烟台股中，前几
日持续高涨的烟台冰轮也已经
回归平常，最近一月来股价降
幅超过30%。

围围绕绕22000000点点，，折折腾腾了了一一整整天天
大盘虽没有明显拉升，但有18只烟台股当日股价上涨

增减仓占比榜
增仓占比榜

当日
万通地产
恒天海龙
华资实业
万方发展
恒天天鹅

3日
万通地产
万方发展
华资实业
大龙地产
恒天天鹅

5日
万通地产
万方发展
华茂股份
厦门钨业
华资实业

10日
万通地产
万方发展
华茂股份
四川圣达
大龙地产

AA股股

减仓占比榜

当日
华昌化工
汉钟精机
东方日升
启源装备
安科瑞

3日
天茂集团
湖北能源
湖北宜化
南京银行
浙江众成

5日
天茂集团
湖北宜化
南京银行
兆驰股份
同洲电子

10日
湖北宜化
三全食品
中茵股份
华星创业
利德曼

(据东方财富通)
本报记者 姜宁 整理

专家提醒

财富情报站
传递资本市场有效信息

市民在银行内办理理财业务。(资料片) 本报记者 姜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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