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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价跌破1200美元/盎司后，近期出现了小幅反弹

咨咨询询黄黄金金积积存存的的市市民民略略有有增增加加
本报10月22日讯 (记者

李娜 ) 22日，国际金价微跌。
不过21日黄金价格上涨至1250

美元/盎司上方，触及6周最高
水平，让看多黄金的市民对实
物黄金投资动了心思。而选择
在银行做黄金积存的市民，最
近也略有增加。

定期存款，大家再熟悉不
过，那么黄金积存您了解吗？
所谓黄金积存也叫黄金定投，
简单说是一种黄金的零存整
取。在一个约定的合同期内，
投资者不断积累黄金克数，合
同到期后，可以兑换出相应克
数的金条或者金首饰，也可以
换成当天金价相应的现金。

“黄金积存在各家银行有
不同的名字，简单地说是一种
类似于人民币的零存整取，不
过黄金积存的收益会受到金价
波动影响，是有风险的。”一位
国有银行理财经理介绍说。在
黄金价格跌破1200美元/盎司
之后，就开始了这轮的反弹，在
这段时间咨询黄金投资业务和
做黄金积存的市民都跟着有所
增加。

据这位理财经理介绍，虽
然金价震荡波动，但无论金价

如何涨跌，黄金避险保值的功
能一直没变。而且金价波动通
常独立于股票、期货、外汇等投
资品种，有助于资产保值，所以
不少大客户会将一部分资产做
黄金资产组合。

记者咨询发现，多家银行
都有黄金定投业务，同时都特
别提示了投资贵金属有价格波
动的风险，银行不保证收益和
本金损失。

林女士喜欢购买实物黄
金，自从得知可以做黄金积存
后，就开始做定投了。“年初开

始做的，那时候的价格要高，现
在低了我继续买了，不过和直
接购买没法比，不过这些钱都
是零钱投进去的，到时候换成
饰品给孙女也不错。今年价格
比去年低了不少，但是以后应
该还会涨吧。”林女士说，她本
身每年需要买金条或者金饰
品，所以这种定投方式她觉得
还是不错的。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称，黄
金定投采取了按月定投的方
式，购买价格较为平均，分散了
黄金价格波动的风险。不过，做

黄金定投一定要坚持长期性，
不能着急在短时间内就看到收
益。

而对于未来黄金走势会如
何，业内分析人士的看法不一。
有看多者认为，国际和国内经
济减速，基本面上的消息比较
平淡，黄金将进入震荡调整上
升通道。但是看空者则认为，在
金价的上涨过程中，黄金ETF

大量流出和亚洲对实物黄金需
求的平淡，又让金价上涨的前
景不明朗，大趋势仍有可能继
续下跌。

本报10月22日讯 (记者
李娜) 22日，沪深300指数跳空
高开，早间冲高后在个股多数
走低拖累下弱势下挫，收盘报
2418 . 64点，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1 4 . 7 5点。股指期货 I F 1 4 1 1以
2442 . 8点跳空高开，日内冲高
回落，收盘报2428 . 6点，较上一
交易日结算价下跌12 . 4点。股
指期货延续弱势，业内人士给
出短空操作的思路。

中州期货投资咨询部分
析师路天章认为，股指期货的
2430点是一个重要点位，22日
跌破这一点位，股指期货的空
头更加强烈。22日当天，股指
期货延续近几个交易日弱势
格局，继续弱势盘跌，盘面上
个股多数飘绿，成交量继续萎
缩，显示投资者谨慎观望情绪
加剧。当前公布的三季度经济
数据依然不佳，同时周四进入

新一轮打新周期，这将持续施
压市场。

鲁证期货高级分析师郑福
强对股指期货是一种远期比较
积极的观点，不过现在的趋势
下，他同样认为股指期货现在
到了一个震荡调整期。“股指期
货最近两天的走势将上涨的节
奏打破了，进入调整期，调整到
什么程度，调整的时间现在变
得比较复杂，他认为2380点是

个支撑。”在他看来目前股指期
货现在上涨受到了一定阻力，
也可能是在积蓄力量，等待后
期发力。

“光是本周8只新股就会冻
结八千亿元左右，国内GDP数
据也拖累股市。近期股指期货
可能还是延续弱整理之势。从
交易量看，空头在增多。”路天
章分析，他建议投资者背靠
2430点一线以偏空思路操作。

数据不给力，新股申购或冻结大量资金

期期指指或或延延续续弱弱势势，，可可短短空空思思路路参参与与

2014年10月15日至12月15

日,建行推出“建行微信狂欢季
缤纷豪礼乐翻天”活动 ,活动

对象是微信银行客户及建行
持卡人等潜在客户。活动期
间，客户关注“中国建设银行”
公众号，发送“抽奖”、“摇奖”、

“马上有奖”或者点击微信菜

单(悦生活——— 马上有奖)，即
可参与抽奖，赢取 iPhone5S、
善融商务电子券和手机话费
等奖品。

抽奖机会可以通过以下两
种方式获得，一是客户关注“中
国建设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
获得每日2次抽奖机会；二是客

户将自身的储蓄账户或信用卡
绑定微信银行，还可额外获取
每日4次抽奖机会。每位客户每
日最多可获得6次抽奖机会，详
情请登录www.ccb.com。

中国建设银行是我国最早
推出网上银行服务的商业银行
之一，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致力于为广大
客户提供方便、快捷、安全、优
惠的网上支付服务。活动期间
建行将通过全国13000多个营
业网点、建行国际互联网网站
(www.ccb.com)和建行客户服务
电话95533为广大用户提供服
务支持。

建建行行微微信信狂狂欢欢季季，，缤缤纷纷豪豪礼礼乐乐翻翻天天

近日，2014年中国质量“三
个转变”万里行出征仪式暨中
国质量万里行20周年纪念活动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凭借在客
户服务创新领域孜孜不断的探
索和追求，平安人寿荣膺中国
质量万里行20周年“杰出贡献
奖”。

平安人寿一直致力于为
客户提供更好的金融消费体
验，同时通过举办以“寿险客
服节”为代表的主题活动提升
客户幸福感。今年以来，在质
量万里行开展的明察暗访活
动中，平安人寿共有陕西、青
岛、济南、上海、江苏、湖南和
深圳等七地的客服中心陆续
获得A级的最高评价，用实际
行动为质量万里行活动做出
卓越贡献。

服务创新

引领消费体验

简单便捷的保险消费体验
是客户的普遍诉求。依托科技
金融的力量，平安人寿已经连
续多年升级服务标准：一，服务
多渠道。目前平安人寿已陆续
开发出银行转账、95511电话交
费、APP客户端交费、二维码续
费等6种E化交费方式，搭建了
电话、网络、手机WAP、手机
APP、移动柜面等多种服务渠
道，客户随时随地可办理生存
金领取、交费账号变更等20余
项服务；二，理赔提速。对于资
料齐全的标准案件，承诺两天
内完成赔付；三，上门理赔服
务。客户通过电话等形式预约，
理赔人员将在一天内响应，前

往客户家里、办公室等进行理
赔服务……

友善安心的服务打造客户
体验的标杆。今年，平安人寿在
业内首推客户服务账单。该账
单整合了投保人所有有效保单
的保障、交费、领取、理赔等多
项重要信息，让客户的保单信
息尽在掌握，管理多张保单从
此不再成为客户的烦心事。客
户通过直接登录一账通的“服
务账单”菜单，其所有保单的交
费情况、权益变更等各项重要
信息一一详细列出，一步解决
保单管理的难题，同时，客户服
务账单还将提醒客户关注保单
异常情况，客户可利用账单及
时掌握并维护保单权益。客户
忘交保费、忘领生存金等粗心
现象将成为历史。

十九载客服节

传递爱与健康

除了在专业领域提供保险
服务外，平安人寿向社会倡导爱
与健康，关注生活品质。历经19载
的平安人寿客服节便是专属于
平安客户的节日。2014年平安人
寿客户服务节以“平安有爱·乐·
健康”为主题，以网上客服节、中
国少年儿童平安行动等活动为
核心，相继组织了客户大回访、家
庭才艺大赛、健步跑、中超球童、
边远地区校长交流等一系列活
动，囊括问卷、社区、线上等平台
模式，吸引了超过800万人次参与
其中，得到了客户及公众的广泛
好评。在未来，平安人寿客服节将
不断延伸到其他关爱领域，为客
户及其家庭带去品质生活。

中国质量万里行20年再出发

平平安安人人寿寿荣荣膺膺““杰杰出出贡贡献献奖奖””

3只新股今申购

顶格打新需54万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李丹)

根据深交所的发行安排，科隆精
化(300405)、地尔汉宇(300403)、九强
生物(300406)3只新股10月23日进行
发行申购。在满足申购市值要求的
前提下，顶格申购3只新股共需要
53 . 9315万元。

科隆精化10月23日进行网上
申购。科隆精化此次发行总数为
1700万股，网上发行680万股，发行
市盈率22 . 84倍。科隆精化的申购
价格是16 . 45元，单一账户申购上
限 6 5 0 0股，顶格申购所需资金
10 . 6925万元。

地尔汉宇10月23日进行网上
申购。地尔汉宇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1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发行市盈率21 . 99倍。地尔汉
宇申购价19 . 3元，单一账户申购上
限1 . 35万股，顶格申购需要26 . 055

万元。
九强生物10月23日也进行网

上申购。九强生物此次发行总数为
3111万股，网上发行1244万股，发
行市盈率10 . 07倍。九强生物的申
购价格为14 . 32元，单一账户申购
上限12000股，顶格申购需要17 . 184

万元。
按照目前的发行安排，本周有

8只新股会进行申购，除了23日的3

只新股，24日将继续迎来5只新股
的申购。此前市场预计本周新股的
申购或将对资金面的流动性带来
一定影响。

据中金公司的统计，10月的新
股集中发行，周五将是资金冻结的
高峰期，峰值期资金冻结规模或为
7000亿元到9000亿元。不过，有业内
人士表示，在当前资金的流动性整
体比较宽松的大环境下，新股申购
对资金面的冲击可能比较有限。而
且10月22日，短期品种的国债逆回
购利率并没有出现明显飙升，只是
有一两个品种比平常日子略高。

AA股股

增减仓占比榜
增仓
当日
英飞拓
宝色股份
武昌鱼
兰石重装
劲拓股份

3日
英飞拓
宝色股份
劲拓股份
武昌鱼
兰石重装

5日
英飞拓
兰石重装
宝色股份
劲拓股份
武昌鱼

10日
英飞拓
兰石重装
宝色股份
劲拓股份
武昌鱼

减仓
当日
毅昌股份
鱼跃医疗
华菱钢铁
奥飞动漫
澳洋顺昌

3日
益盛药业
华菱钢铁
华联股份
毅昌股份
棕榈园林

5日
蒙发利
海能达
汤臣倍健
雪人股份
南风化工

10日
獐子岛
淮油股份
易联众
力合股份
中泰化学

财富情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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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东方财富通)
本报记者 李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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