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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银银行行长长岛岛支支行行开开业业啦啦
市民走遍港城皆能享受烟台银行贴心服务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李
娜) 12月30日，经监管部门批
准，烟台银行长岛支行正式开
业，这是烟台银行今年成立的第
三家县域支行，同时标志着烟台
银行已经实现县域网点全覆盖，
机构下沉战略进一步推进。市民
走遍港城皆能享受烟台银行贴
心服务。

近年来，烟台银行紧紧依
托烟台市东部沿海开放城市的
区域经济发展优势，以“服务地
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烟
台百姓”为市场定位，积极参与
地方经济建设，特别是利用成
熟的经济金融环境，凭借区域
经济优势，将支持县域经济发
展作为烟台银行重要的战略。
今年以来，先后在栖霞、莱阳、
长岛设立网点，机构下沉步伐
不断加快，服务县域经济能力
进一步提升。

长岛县是全省唯一的海岛
县，自然环境优美，旅游资源和
海产资源丰富，并具有深厚的
海岛文化。多年来，在长岛县
委、县政府的政策支持与科学
规划下，正构筑起充满活力、富
有潜力、支撑有力的现代产业

体系，良好的发展前景为金融
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烟台银行长岛支行设立
后，将针对长岛县经济特点，面
向不同层次客户需求，积极支
持全县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

加精细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
“我们将以助推地方经济

发展为己任，以全方位优质金
融服务回报社会各界和广大市
民的厚爱，为长岛县社会经济
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烟台银

行行长石学东表示。
2015年，烟台银行将继续

加快县域网点建设，在县域乡
镇和大型街道办事处等区域增
设营业网点，不断满足当地居
民和企业金融需求。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李丹)
30日，只有银行、券商和保险等板块
出现了上涨，沪指以微绿报收。中小
盘股再次出现大面积下跌调整。沪
深两市下跌股票的个数比上涨股票
的个数多。以中小盘股为主的烟台
股也是跌多涨少。

截至30日收盘，沪指报3165 . 82

点，跌幅0 . 07%，成交4372 . 63亿元。由
于估值较高以及资金流向等因素，
中小盘股再次出现了大面积杀跌的
情况，两市杀跌的个股近1800只。

以中小盘股为主的烟台本地股
当日也跟着遭殃，28只本地股，除了
停牌的新潮实业和园城黄金等4只
股票外，仅有6只股票以红盘报收，
且涨幅均在2%以内。而下跌的18只
股票中跌幅超过4%的股票就有5只。

多位烟台的业内人士表示，节
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大盘或将继续
震荡。为了资金安全考虑，稳健投资
者尽量多看少动。因近来个股跌多
涨少，谨慎投资者可考虑轻仓过节。

烟台股跌多涨少

稳健者应多看少动

元旦临近，期货公司纷纷发提
醒信息，元旦假期休市事宜，并且
元旦前后部分品种交易保证金比
例提高。有的品种提高2%，有的则
直接提高5%。另外，对涨跌幅度也
做了部分调整。

“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
甲醇提高5%，天胶4%，幅度比较大。
其他提高2%-3%，部分品种不提。”
鲁证期货分析师郑福强告诉记者，
为防范节假日风险，他们建议投资
者轻仓过节。

东兴期货同样提高了元旦前
后交易的保证金比例，比如橡胶提
高到13%，螺纹钢提高到10%，PTA

提高到11%。该期货公司工作人员
介绍，期货品种不同提高的幅度不
同，一般提高3%-5%。提高保证金
主要是为了防范假日风险。

本报记者 李娜

元旦保证金提高
假期前后轻仓为宜

烟台银行长岛支行12月30日开业，实现了县域网点全覆盖。

破解烟台财富密码，提供专业理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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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李娜 ) 元旦假期马上就要到
了，前期跌幅较大的铁矿石和
螺纹钢，在最近两日大幅反弹。
3 0日，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
1505和螺纹钢主力合约1505纷
纷涨停。业内认为短期内的反
弹行情或将持续，不过假期临
近，建议投资者轻仓做多。

供应方面预期趋紧叠加政
策炒作，近期黑色系期货迎来
大幅反弹。12月29日夜盘交易
时间后半段，黑色期货品种出
现集体大涨，其中铁矿石期货
三合约全部封住涨停板，螺纹
钢、焦煤盘中触及涨停板，30日

早盘开盘一度打开停板，但随
即再封涨停。

对于元旦前黑色系“暴
动”，基本面上主要是受央行变
相降准消息的影响，这一消息
被解读为资金面将变宽松；另
外，“一路一带”战略规划，铁
路、大型水利枢纽等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环保和民生工
程的建设或将在需求上有所改
变。

而具体到铁矿石期货，则
还有最近铁矿石供应量下降影
响。从1月份开始，澳洲地区将
进入雨季，暴风将影响矿商发
货，矿石方面预期也将得到利

好拉动。
有分析认为，宏观数据不佳

反而给了市场一个信号，就是经
济越差后期保增长力度会越强。

东兴期货烟台营业部高级
分析师顾仁辉则认为，市场并
没有那么乐观，不过短期应该
是一种震荡反弹趋势。“铁矿石
和螺纹钢前期已经跌到一定位
置了，没有新的利空，这时候中
央重要文件出台，就会有一定
的刺激。不过从基本面上来看，
当前的供应并没有明显改善，
反弹有一定空间但不能过于乐
观。”在操作建议上，投资者可
以考虑逢低做多，轻仓操作。

2015年我国将开始史上最
严环保法的实施。目前的螺纹
钢社会库存不断刷新历史低
点，当前低迷的钢价，伴随着社
会库存的快速消化，这或将短
期利于螺纹钢价格的企稳回
升。但在当前黑色产业链低迷
的背景下加之现货的拖累，螺
纹上攻动能或有不足，因此不
建议开新仓抢反弹，还是因保
持偏空思路。

考虑到炒作之后的回归基
本面可能引起价格回落。英大
期货则给出了比较谨慎的观
点，元旦假期来临目前建议观
望，不宜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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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东方财富通) 本报记者 李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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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华夏银行烟台
分 行 推 出 的“ 暖 冬 特 供 理
财——— 增盈1454号”预期年化
收益率高达6 . 2%—6 . 35%，引发
港城市民的广泛关注并踊跃认
购，截至目前，该行所有到期的
产品均正常兑付，取得预期收
益率。日前，记者走进华夏银行
烟台分行进行了采访。

近年来，华夏银行烟台分
行通过构建专业产品组合、搭
建高效服务平台、全面整合资
源 ，倾 心 打 造 个 人 理 财 品
牌———“龙盈理财”。“龙盈理
财”具有方便、快捷、灵活的特
点，尊重每一位客户创造价值
的意愿，寻求与客户共同发现
价值，创造价值，最终实现财富
共赢。

据该行个人业务部负责人
介绍，作为大众理财银行，在自
身理财业务、风险控制和匹配程
度上均已走在了同业的前列，能
够根据市民的财务状况、投资目
的、投资期限和风险承受能力，
为客户量身打造专属的个性化
理财，助客户实现增值梦想。同
时，该行紧跟市场热点，推出一
系列适合大众需求的理财产品，

期限灵活多样，主要投资方向为
债券、票据、信托，风险水平较
低，安全性强。华夏银行理财产
品最大的特色还在于定期推出
节日特供产品、针对老年客户和
日常上班族推出的中老年人保
本理财产品、理财晚间档产品，
产品所设预期收益较普通的理
财产品高。从市场反馈看，凡推
出深具特色的产品后，总能引发
火爆的认购场面。尤其是特供、
专供产品，甚至出现“秒杀”的行
情。

2014年，在《证券时报》主
办的“2014中国最佳财富管理
机构”评选中，华夏银行“龙盈
理财”品牌、“增盈天天理财增
强型系列产品”、“老年人专属
理财产品”、分别荣获“中国最
佳银行理财品牌”、“中国最佳
开放式银行理财产品”、“中国
最佳稳健收益型银行理财产
品”……

一个个事例和奖项，标志
着华夏银行通过优选投资渠
道，强化风险控制，在投资市场
多变的环境下，保证了全部理
财产品的正常运作，实现了到
期理财产品的按期兑付，践行

了与客户共赢的“金子”承诺。
华夏银行凭借“龙盈理财”品
牌，为大众客户提供贴心理财
服务，获得广大客户的认可，同
时也得到国内媒体和众多专业
理财评价机构的普遍好评。华
夏银行烟台分行将继续丰富

“龙盈理财”的品牌内涵，丰富
产品服务体系，努力把“龙盈理
财”打造成为港城理财市场的
经典品牌。

华华夏夏银银行行““龙龙盈盈理理财财””
服服务务大大众众的的理理财财品品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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