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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只只新新股股今今申申购购，，““打打满满””需需118833万万
多机构建议投资者可考虑优先申购暴风科技

建建设设银银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
与与时时俱俱进进抓抓管管理理，，夯夯实实基基础础促促发发展展

“做大做优市场，提高综合
服务能力，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建设幸福建行”，是建行烟台分
行2014年的工作主基调。

围绕着这个主基调，过去
一年中，建行烟台分行认真贯
彻落实监管部门各项工作要
求，较好地实现了量、价、质、效
的协同发展，市场竞争力、价值
创造力、风险管控力、开拓创新
力及员工向心力持续提升。先
后荣获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
状、全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
作先进单位、烟台市发展突出
贡献先进单位、第四届中国建
设银行文明单位、金融系统企
业文化顶层设计与基层践行优
秀单位、总行级企业文化建设
先进单位和省级先进单位等荣
誉称号。截至2014年末，该行各
项贷款总额517 . 5亿元，较年初
新增77 . 26亿元，四行占比分别
为28 . 72%、45 . 48%，均居四大行
首位；一般性存款余额633 . 94

亿元，新增67 . 41亿元，同业排

名第一。

速度至上，质量先行

“宁可要发展质量而不要
没有质量做支撑的发展速度。”

一年来，建行烟台分行始
终把培育成熟的经营理念作为
首要工作，将风险内控管理上
升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
和基石的高度来认识，要求全
行始终秉承“风险控制优先”的
管理理念，追求有质量可持续
的发展，真正做到了业务发展
与风险防控“两手抓、两手硬”。

在风险防控体系上，建行
烟台分行按照“基础管理抓条
线、案件防控抓基层”的总体思
路，进一步完善了风险防控体
制机制建设，在全行形成了纵
到底、横到边的立体交叉风险
管理机制。

在内控管理组织上，建行
烟台分行优化完善了基础管
理、案件防控等多个领导小组，

实行了基础管理工作分析例
会、案件与风险分析例会制度，
有效提升了全行的风险和案件
防范水平。

在风险防控手段上，建行烟
台分行进一步细化工作流程，对
重点岗位、重点业务领域采取了
行为排查、违规积分、顶岗检查、
远程监控、强制休假等管理手
段，加大检查力度，确保所有流
程和环节均置于有效管控之中，
从制度上让员工“不能犯”。

创新推动，服务城乡

“以‘空杯’和‘归零’心态
跳出银行做银行，坚持市场有
多大业务就做多大。”

思想决定行动，一年来，建
行烟台分行成立了创新管理委
员会，制定了《建行烟台分行创
新工作实施方案及激励办法》，
从新产品、管理服务、业务亮点
和创意四个维度确定了42项创
新产品及业务亮点，并全面落实

了条线部门和各机构责任，年内
成功办理了全国系统首笔进口
开证保兑业务、全国首笔白银租
入业务、全省首笔黄金租赁组合
产品及出口风参业务等。

为顺应利率市场化、金融
脱媒化、客户资金增值及需求
多样化的趋势，按照系统思维
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建行烟
台分行提出了十大业务转型的
思路，全年办理新型融资47 . 2

亿，全省排名第一，促进了综合
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大
幅提升。

建行烟台分行坚持以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社会大众
为己任，全力支持全市重点项
目、小微企业、三农、城市基础
设施等领域发展，为全市社会
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2014年末，综合融资总量833 . 8

亿元，较年初新增102 . 5亿；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84 . 38亿，新增
32 . 65亿，较好地完成了“两个
不低于”的监管目标。

近日，证监会批准中金所开
展10年期国债期货交易，合约正式
挂牌时间为3月20日。这意味着继
2013年9月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上
市后，国内国债期货市场将首度
扩容。

根据中金所公布的10年期国
债期货合约及相关细则，10年期国
债期货合约标的为“面值100万元
人民币、票面利率为3%的名义长
期国债”，实行梯度保证金制度，
最低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
2%，涨跌停板为上一交易日结算
价的2%。可交割国债为合约到期
月份首日，剩余期限为 6 . 5年至
10 . 25年的记账式附息国债，报价
方式为百元净价报价，合约的最
小变动价位为0 . 005元，合约月份
为最近的三个季月(3月、6月、9月、
12月中的最近三个月循环)，交割
方式为实物交割。

国内期货市场存在炒新的惯
例，但是国债期货比较特殊，业内
人士建议，投资者应该理性参与，
不要跟风盲目操作。

本报综合

财富情报站
传递资本市场有效信息

冰轮去年净利下降

拟每10股派1元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李
丹） 11日傍晚，烟台冰轮发布了
2014年年报。年报显示，烟台冰轮
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6 . 92亿元，同
比增长10 . 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 . 08亿元，同比下
滑17 . 99%；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 . 53

元/股，同比下降17 . 19%。
烟台冰轮表示，报告期内，面

对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及投资需
求疲弱的市场困境，公司主动变
革，夯实管理，各项工作扎实推
进。报告期内NH3/CO2复叠制冷
系统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公司创
新营销模式，重点市场推广取得
成效。

烟台冰轮的年报还公布了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
预案：以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
394597417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合计
39459741 . 7元，送红股0股（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不到到55分分钟钟，，万万元元贷贷款款到到手手
大数据与网络金融结合，建行“快贷”真正实现“全自助”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李
娜） 不少市民印象中，到银行
做个贷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
现在这种情况将被建行“快贷”
改写。只要登录网银，输入自己
的信息，短短几分钟，就可以获
得审批答复，最低1000元最高
500万，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
搞定。

春节后闲钱做了投资，担
心需要用钱时手中钱不足，盖
先生于是用了建行“快贷”，申
请了一笔个人贷款。“登录网银
之后，选择个人贷款，再点快
贷，我选择了‘快e贷’，窗口提
醒我有1万6千多元的贷款额
度。从登录网银到办理完毕，不
到5分钟。”盖先生说，速度之快
出乎他的意料。这些钱可以用
来网上购物、POS刷卡支付和

网银转账支付。
“现在好了，不用为了申请

贷款提供各种资料发愁了，也
不用烦恼找什么合适的抵押
品！‘快贷’不到5分钟办成了半
个月甚至1个月才能办成的事
儿！”盖先生说他一位做个体生
意的朋友，得到了50万的额度。

建设银行烟台分行住房金
融业务部副经理娄冬梅介绍
说，所谓“快贷”就是快速贷款，
是建行推出的一款互联网自助
消费金融产品，旗下包括“快e

贷”“融e贷”“质押贷”三款产
品，贷款只要几分钟。

据了解，建行“快贷”是国
内金融系统首个真正意义上
的个人网上全程自助贷款，它
与互联网完美结合，客户足不
出户、动动鼠标，就可在几分

钟之内网上自助完成在线申
请、实时审批、在线签约以及

灵活使用、随借随还等贷款的
全流程。

用快贷申请贷款，通过网银三五分钟就能搞定。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相关链接

为什么“快贷”效率

如此之高？

娄冬梅介绍说，快贷效
率高主要是建行利用大数据
和互联网金融进行了创新。
目前只要客户在建行的金融
资产或者在建行的按揭贷款
达到一定条件，信用记录良
好，就可以在建行网上银行
点击贷款申请，建行在后台
即用系统模型快速完成授信

评价和贷款审批，实时在线
反馈审批结果和可贷额度，
客户即可按提示快速完成后
续操作。

另外，客户还可以利用全
新的“借贷通”功能。在支付
时，客户自己可以随时随地、
自助使用贷款资金进行消费
和支付。

“快贷”的另一大亮点
是，即使申请了贷款，只要不
用就不计息，什么时候使用
什么时候计息，并且贷款额
度还可以循环使用。

这对于个人和小微客户
来讲，无疑是提供了一种快速
便捷好用的普惠金融产品。

本报记者 李娜

10年期国债期货

3月20日上市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李
丹） 12日，腾龙股份、强力新
材、国光股份、创力集团、全筑
股份、九华旅游、爱普股份、北
部湾旅、龙津药业、暴风科技、
埃斯顿11只新股进行网上申
购。顶格申购这 1 1只新股需
182 . 9495万元。在多家机构推荐
的新股申购顺序中，暴风科技
均在优先申购之列。

在蓝思科技和东方证券等
新股申购完成后，12日有11只
股票进行申购，顶格申购这11

只新股所需的资金为182 . 9495

万元。在这11只股票中，暴风科
技、强力新材在机构发布的申
购顺序排名中比较靠前。

在多家机构对本周23只新

股的申购排序中，国泰君安根
据综合打分排序，认为本批新
股质地排名前五是：东方证券、
暴风科技、蓝思科技、富临精
工、强力新材。

此外，从申万宏源、华泰证
券等多家券商的研报可以看
出，暴风科技均在优先申购之
列。海通证券也认为暴风科技
基本面优异，且发行市盈率远
低于行业可比公司平均估值水
平，建议投资者积极申购。

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有
时候申购热门股中签率可能会
高。比如，11日东方证券就得到
了很多股民和机构的青睐。有
数据统计显示，在入围东方证
券网下配售公募基金中，鹏华

品牌传承、广发成长和工银绝
对收益等三只基金均顶格申购

东方证券7亿股，动用资金高达
70 . 21亿元。

3月12日申购的11只新股信息一览表

股票名称 申购代码
发行价

（元/股）

发行量

（万股）

申购
限额

（万股）

发行市盈

率（倍）

参考行业
市盈率
（倍）

腾龙股份 732158 14 . 53 2667 1 17 . 51 21 . 05

强力新材 300429 15 . 89 2000 0 . 8 18 . 67 41 . 49

国光股份 002749 26 . 92 2000 0 . 75 16 . 47 41 . 49

创力集团 732012 13 . 56 7960 3 . 1 22 . 96 43 . 89

全筑股份 732030 9 . 85 4000 1 . 6 22 . 97 32 . 07

九华旅游 732199 12 . 08 2768 1 20 . 47 24 . 37

爱普股份 732020 20 . 47 4000 1 . 2 22 . 94 41 . 49

北部湾旅 732869 5 . 03 5406 2 . 1 21 . 33 24 . 47

龙津药业 002750 21 . 21 1675 0 . 65 22 . 99 45 . 16

暴风科技 300431 7 . 14 3000 1 . 2 22 . 97 152 . 25

埃斯顿 002747 6 . 8 3000 1 . 2 22 . 67 55 . 68

受新股申购影响

国债逆回购蹦高

就像此前很多机构普遍预计
的一样，本轮新股集中申购将造
成市场资金面的紧张。国泰君安
等不少机构预计冻结资金规模或
近3万亿元。中金公司预计本批24

只新股冻结资金约2 . 42万亿，其中
12日为单日资金冻结高峰，或超2

万亿。
沪深交易所的国债逆回购利

率11日均出现大涨。其中，深交所2

天期国债逆回购利率（131811）盘
中最高触及25%，而上交所以及深
交所的其他短期国债逆回购利率
品种均有不同程度的飙升。业内
人士觉得，12日国债逆回购的利率
会继续飙升，账户有闲钱的投资
者不妨参与一下。

本报记者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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