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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银行各阶段发展初
期，您作为一名见证人，目睹了
农业银行当时艰苦创业、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的各种情形。适
逢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成
立60周年，农业银行烟台分行
将通过开展“讲述您与农业银
行的历史故事”大型主题征文
活动，以“讲述您与农业银行的
历史故事”为主题，记录您与农
业银行相伴成长的点滴故事、
畅谈您对农业银行发展历程的
切身感受、分享您对农业银行
的深厚感情……

征文活动本着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面向全市征集优秀
文章，文章体裁以纪实性记叙

文为主，字数不限。作品可通过
电子邮件以附件形式发送到本
次征文活动的指定邮箱，投稿
人请在作品中留下完整真实的
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地址和
电话等个人信息。征文须为作
者本人创作，严禁剽窃抄袭，一
经发现，即取消参赛资格。中国
农业银行烟台分行对所有稿件
保留著作使用权。

为更好地鼓励市民、广大
客户以及农业银行老员工踊跃
投稿，所有征集稿件将通过专
业评审评选出各类奖项，部分
优秀稿件以及获奖名单将择时
刊登在地方主流媒体上，敬请
关注。农业银行烟台分行准备
了丰富的物质奖励答谢市民对
此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一等奖(1

名)价值2000元物质奖励；二等

奖(3名)价值1000元物质奖励；
三等奖(5名)价值600元物质奖
励；优秀奖(10名)价值200元物
质奖励。

此外，欢迎广大市民、客户
以及农业银行老员工提供有关
农业银行的老照片、相关物品，
农业银行烟台分行将视情况给
予一定物质答谢。

农业银行烟台分行热诚地
期待您的参与，分享您的感动。
咨询电话：6688912，6688919

投稿邮箱：963743860@qq.com

喜迎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成立60周年大型有奖征文活动启动

讲讲述述您您与与农农业业银银行行的的历历史史故故事事
征文活动时间：2015年3月1日—5月31日

农业银行成立时间简史：1955年第一次建
立——— 1957年与人民银行合并——— 1963年第二次
成立——— 1965年与人民银行再次合并——— 1980年
恢复设立至今。

工商银行烟台分行采取切
实措施，通过“六个加强”强化内
控外防，杜绝案件事故，努力做
好春节期间安保工作。

一是加强思想认识。该行
多次组织员工认真学习讨论
总、省行下发的“案件信息摘
报 ”和 公 安 部 门 的“ 案 例 通
报”，做到安全防范常抓不懈，
警钟长鸣。二是加强安全隐患
排查。日前，该行保卫部门组
织力量对分行机关的办公楼、
机要室、档案中心、食堂、监控
中心的消防、安防、供电、供气
等设施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检
查，发现安全隐患要立即解决。
三是加强安防设施测试。节前
再对“110”报警设施、金库报警
设施和声、光、电联动报警系统
进行认真测试和维护，保障联
网报警系统正常运转。四是加
强应急预防管理。积极做好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的演练工作，
各单位各组织一次以防抢劫、
防火为主的应急预案演练活
动。五是加强各级值班备勤。做
好日常和“春节”期间的值班
安排，值班领导、值班人员在
值班时间内必须坚守岗位、巡
查 到 位 ，保 持 手 机 2 4 小 时 开
机。六是加强对守押和保安人
员的管理。加强对守押和保安
人员的监督管理，对保卫人员
适时通过现场检查和远程监
控进行实时监督，确保守押、
保安人员值守到位符合规定。

工商银行烟台分行

积极做好

春节期间安保工作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李
娜) 上周末央行降息，投资者
期待看到对大宗商品立竿见影
的效果并未出现。甲醇、PP等能
源化工受原油企稳的影响更为
直接，而煤炭、螺纹钢则继续延
续弱势。

3 月 2 日，甲醇主力合约
1506，尾盘收于2437，较上一交
易日上涨4 . 01%，封涨停。当天
化工品普涨，PP大涨3 . 14%。化

工类期货品种近期反弹比较明
显，与原油价格企稳有很大关
系。

央行降息释放利好，但2

日煤焦钢依旧维持弱势，现货
市场依旧面临库存高位的压
力。3月2日，螺纹钢主力合约
1505开盘2462，最低到2426，最
后收于2472，跌幅0 . 6%。央行降
息，市场对房产利好的预判没
有显现，螺纹钢期货仍旧弱势

下行。
有观点认为，随着天气

回暖，制造业及建筑业需求
将逐步释放，两会召开有望
释放进一步的政策红利，以
及 降 息 等 将 提 振 房 地 产 市
场，后期或引来钢价反弹行
情。但期螺短期或维持震荡
偏弱走势。

中州期货投资咨询部经
理崔广健分析，央行降息对大

宗商品有一定影响，但影响有
限。

降息的目的主要是降低
融资成本，并刺激消费，虽然
对商品需求有所拉动，但目前
中国经济正处于产能过剩和
调结构时期，国内各行业中调
结构仍是主线，央行并没有改
变货币政策方向，因此国内各
行业调结构仍会继续，降息对
商品市场影响有限。

央央行行降降息息对对大大宗宗商商品品影影响响有有限限
能源化工大涨，煤炭螺纹钢延续弱势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李
丹 ) 沪指2日以0 . 78%的涨幅
迎央行降息。对于大盘2日这种
中规中矩的市场表现，很多烟
台的业内人士倾向于这或许是
为大盘以后的上涨蓄势；不过，
也有不少人认为大盘或许是前
期涨幅较大，有些后继乏力。建
议投资者应轻指数重个股，稳
健操作，同时还应该时刻警惕
打新股的抽血效应。

3月2日，大盘迎来降息后
的首个交易日。与上次降息时
沪指大涨1 . 85%的市场表现不
同，此次沪指仅涨了0 . 78%，盘
中还曾一度翻绿。与大盘中规
中矩的表现不同，很多空气治
理等环保股涨势凶猛。30只烟
台本地股当日也涨得热火朝
天。除了停牌的东诚药业等5只
股票外，剩余的25只股票中，有
24只出现上涨，其中次新股鲁
亿通、仙坛股份继续涨停，烟台
万润、隆基机械和龙源技术的
涨幅均超6%。

对于大盘2日中规中矩的
表现，很多烟台的业内人士都
觉得这种表现比较正常。毕竟
市场此前对于今年一季度会有
一次降息已经有所预期。而不

少人倾向于认为，大盘2日的这
种淡定上涨或许是在为大盘以
后的上涨蓄势。

“我更倾向于蓄势待发。”
国信证券烟台南大街营业部的
投资顾问孙磊表示，这次降息
和上次降息不一样，上次降息
只是强化了加强流动性的预
期，这次降息表明了央行强化
流动性、给实体经济降负担的
态度。

烟台一家证券公司的营销
总监刘先生也倾向于2日的温
和上涨是为了以后的上涨蓄
势，毕竟每年三四月份都会有
一轮年报行情。

当然，也有不少人士觉得
大盘此前已经对降息的预期涨
了不少，再加上沪指又面临
3400点的关口，倘若冲不过去，
回调的可能性很大，而大盘2日
的上涨颇有些后劲不足的样
子。市场人士王先生就认为倘
若大盘未来上涨乏力，他会选
择逢高卖出，落袋为安。

不过，大盘后市会怎么走
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建议投
资者还是应重个股轻指数，稳
健操作，同时还应该时刻警惕
打新股对市场的抽血效应。

大大盘盘淡淡定定迎迎降降息息，，烟烟台台股股火火热热
业内人士建议，投资者应轻指数重个股，同时警惕打新股的抽血效应

随着柴静出资拍摄的雾霾
纪录片《穹顶之下》日前的热播，
市场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再次
提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
以环保股为主的柴静概念股也
横空出世。柴静概念股2日的表
现可谓是相当亮眼。国电清新、
三维丝、先河环保等18只股票涨
停。

环保股的出色表现让不少
错过柴静概念股的投资者懊悔
不已。股民刘女士就是其中的一
员，刘女士感叹：“春节前，我就
和朋友商量买只环保股放着，两
会期间应该会涨，没想到只加入
了自选股的股票池，还没买就已
经涨停了。”

不少分析人士表示，环保股
受柴静纪录片和两会概念的带
动或许还会上涨，不过，鉴于涨
幅已经比较大，不建议没有买到
环保股的投资者追高。毕竟有不
少环保股的公司业绩并不理想，
不管什么概念的炒作都应该有
业绩作支撑。像此前炒作信息安
全概念时，那些涨幅大的还是绩
优成长股。

孙磊表示，其实投资者也不
必只把目光盯在环保股上，还可
以考虑换个角度关注柴静概念
股，有时候投资也需要逆向思维。
比方说，在纪录片中很多公司造
成了严重环境污染，这些公司将
来可能会被关停并转。而这些公
司关停并转之后，或将给他们所
属行业的龙头公司带来一定的投
资机会。而这些龙头公司由于资
质比较优异，或将获得更大的市
场份额。

本报记者 李丹

柴静概念股走红

18只涨停

相关报道

此外，不少市场人士也建
议投资者莫对两会行情抱有
太大希望。两会期间或许没有
合适的交易机会，投资者还是
应谨慎为上，毕竟每年的两会
基本上就是炒作环保、传媒和
国企改革等概念股，缺乏新的

热点，市场可能会有审美疲
劳。

有统计显示，两会期间，
大盘下跌的概率更大一些。近
10年来，两会前5个交易日录得
3次上涨、7次下跌；会中录得4

次上涨、6次下跌；会后5个交

易日录得5次上涨、5次下跌。
较有意思的是，若会前大盘跌
幅较大，会中及会后均出现较
大幅度的反弹。比如，2009年大
盘会前跌逾9%，会中涨1 . 69%，
会后涨7 . 15%。

本报记者 李丹

两会期间

稳健操作

利率调整时间
存款基准利率 贷款基准利率 股市指数涨跌

调整幅度 调整幅度 上海 深圳

央行历次调整利率对A股影响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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