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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理事会会员单位

(排名不分前后)

大大盘盘走走势势好好，，水水城城股股民民开开户户数数量量剧剧增增
“一人多户”或倒逼证券公司降低佣金、提升服务

近日，农行临清市支行针对农村老年人群体，开展“助老
助农、送卡上门”活动。该行从2 . 3万张金穗惠农社保卡持卡
人中筛选出60岁以上农户，抽调各部门精干力量先后走访40

个行政村，将社保卡亲自发放到高龄农户手中，解决了高龄
农户出行不便的困难，受到一致好评。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
为高龄农户上门发卡6千余张。

（赵瑞安 李睿）

农行临清市支行开展

“助老助农、送卡上门”活动

农行临清市支行

组织开展交通服务志愿活动

近日，农行临清市支行组织青年员工开展交通服务志愿
活动。活动期间，该行员工在交警的指挥下，对人流大、车流
多的繁华路段进行疏导，有效缓解了交通压力。

（赵瑞安 李睿）

农行山东省分行机关足球队

与聊城分行举行足球友谊赛

4月11日，农行山东省分行机关足球队来到聊城奥森体
育公园，与聊城分行联合举办足球友谊赛。双方队员在绿茵
场上奋力拼搏、攻防有度，展现出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奋勇争
先的精神风貌，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通过比赛，双方队
员进一步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加深了友谊，提升了
工作热情，取得良好效果。

(李睿 焦博)

2015年4月22日，华商基金
再次丰收了5座奖杯。

由上海证券报主办的第十
二届中国“金基金”评选活动昨
日在上海揭晓最后的榜单，华
商基金揽得最高奖项中国“金
基金?TOP公司大奖”的奖杯，同
时还有 3只产品单项大奖：：华

商领先企业混合型基金、华商
稳健双利债券型基金、华商动
态阿尔法混合型基金均获得了
三年期金基金产品奖。这是华
商基金第五次站在“金基金”奖
的领奖台上，时至今日，华商基
金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风雨历
程。

华商基金获“金基金·TOP公司”等四项大奖

日前 ,由上海证券报主办的
第十二届中国“金基金奖”颁奖情
况已全部揭晓 ,泰达宏利旗下泰
达宏利效率优选、泰达宏利风险
预算、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凭借长
期持续优异的业绩表现 ,在众多
基金中脱颖而出，均获得金基金
产品奖。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4月13日，泰达宏利效率优
选和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成立以来
的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2 7 0 . 3 5 % 和
343 . 51%，年化回报更是分别达到
15 . 80%和16 . 01%，两只权益类产
品历经市场牛熊转换表现出稳健
优异的盈利能力。

泰达宏利获三项 “金基金奖”

据悉，有“中国版工业4 . 0”之
称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有望于
本月内正式出台。正在发行的申
万菱信申万电子指数分级基金紧
密跟踪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
三类份额伺“基”而动，有望捕捉

“工业4 . 0”背景下电子行业的投资
机会。

按照风险收益的不同，申万
菱信申万电子分级分为申万电
子、电子A、电子B三类份额。其
中，看好电子行业前景的投资者
可以选择申万电子，相当于持有
一只指数基金，将指数100只成份
股一网打尽；稳健型投资者可以
选择电子A，年基准收益率为“1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 . 0%”，可
作为低风险配置品种长期持有；
风险较高的投资者可选择电子B，
初始杠杆为2倍，可博取杠杆弹性
机会。此外，由于该产品采取开放
式分级机制，投资者还可以通过
不同份额之间配对转换增加双向
套利机会。

掘金工业4 . 0“源代码” 申万菱信申万电子分级基金伺“基”而动

近日，潍柴(重庆)汽车的首款
英致MPV车型(内部代码：M301)

的无伪装谍照被网友曝光。英致
MPV采用动感时尚的轿车化造型
设计，外形颠覆了目前所有上市
家用MPV设计风格。据悉，该车预
计二季度正式下线，并于第三季

度上市。
英致MPV如此动感时尚的轿

车化造型，让喜欢家用MPV的消
费者一见倾心再见倾情，看着英
致MPV的造型设计的良好第一印
象就可能爱上它。据悉，此次被曝
光的英致MPV搭载三菱1 . 5L自然

吸气发动机，并匹配德国格特拉
克5速手动变速器。英致MPV作为
潍柴进军乘用车领域的第二款车
型，不仅丰富了潍柴汽车的产品
阵营，也增加了消费者选择英致
汽车机会，还迎合了国内快速攀
升的MPV市场需求而热销。

一见倾心再见倾情 潍柴首款MPV无伪装谍照曝光

本报聊城4月23日讯(记者
王瑞超 ) 连日来，沪指涨幅可
观，如今突破4400点，23日，最高
涨至4444 . 41点，截至收盘，沪指
涨0 . 36%，报4414 . 51点。得益于

“一人多户”放开，水城股民开户
数量俱增，同时倒逼证券公司降
低佣金、提升服务。

23日，两市双双高开，沪指
围绕4400点震荡后快速跳水，保
险等金融股走弱。随后沪指再度
触底反弹翻红。盘中最高涨至
4444 . 41点后突然跳水。截至收
盘，沪指涨0 . 36%，报4414 . 51
点。

聊城交通银行理财经理闫先
生称，目前走势好的板块有，“一

带一路”、“互联网+”、国企改革、
工业4 . 0等板块。其中“互联网+”
本周走势很好，“一带一路”这个
月涨幅一直不错，中国南车、中国
北车出现大幅上涨。

上周，A股的“一人一户”全
面解禁，“一人多户”到来。“一人
多户”究竟对投资者有何益处？据
闫经理分析，投资者在一家证券
公司开户时只能得到一家证券公
司的资讯分析、市场分析等；允许
开取多个账户后，可以同时分享
多个证券公司的该类服务。投资
者可自由选择服务好、佣金低的
证券公司进行交易。

记者走访东昌路、柳园路、兴
华路等证券公司发现，“一人一

户”解禁一周以来，水城投资者开
户数量显著增加。“一个人能开多
个证券账户了，听说以后还能实
现不同公司间互转，对咱老百姓
来说是个好事。”正在兴华路一证
券公司开户的张女士说。

“水城股民这一周开户数急
剧增加，这项政策更有利于股民。
同时对我们证券公司提出更高要
求，不管佣金还是服务方面都将
面临更多竞争。”柳园路一家证券
公司的理财经理称。

聊城股方面，走势最好的当
属中通客车，一个月内每股涨幅
涨幅不小，这受益于节能、环保政
策的影响。鲁西化工、东阿阿胶相
对较稳，无明显变化。

本报聊城4月23日讯(记者 王
瑞超 通讯员 杨鑫 高慧) 4月
21日，全市人民银行经理国库30周
年座谈暨国库服务工作推进会议
在聊城召开。会议由人民银行聊城
市中心支行国库科与市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协会共同召开，旨在进一
步提升全市人民银行经理国库和
银行业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工
作水平，增强库银工作合力，更好
地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人民
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国库部门、市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各银行业
金融机构负责国库业务和国债业
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各国债承销机构在经营活动
中，遵循公正、平等、诚实、信用的
原则，不断规范国债发售行为，做
到不提前预约销售和“捆绑”销
售、不向VIP客户优先出售，合规

使用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及时
为客户办理国债兑付，避免投资
者权益在国债发行兑付过程中受
到损害，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不
断增长的国债服务需求。

经理国库是《预算法》、《中国
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赋予人民
银行的重要职责，人民银行履行经
理国库职责30年来，在加强国库监
督、防范资金风险、优化国库服务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百姓民生等发挥
了重要作用。加强国债服务创新是
人民银行优化国库服务工作的重
要内容，也是国债承销机构积极顺
应政策导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重要
体现。会议要求各国债承销机构既
要进一步优化对国债投资者的服
务，又要兼顾服务的可持续性和承

销机构自身利益诉求，努力在优化
国债服务的过程中实现投资者与
承销机构的双赢。

会议增进了全市人民银行与
商业银行在国库工作方面的沟通
交流，强化了相关机构国库业务
服务意识，对不断提升全市人民
银行经理国库和商业银行代理国
库服务水平、更好地优化全市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工作将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
康发展，国债发行规模不断增大，
群众对购买国债的需求也日益旺
盛。对于国债发行组织与承销机
构而言，加强国债投资者权益保
护工作愈加重要。为更好地维护
国债信誉，保护国债投资者合法
权益，促进全市储蓄国债市场稳
步健康发展。

人行聊城中心支行经理国库30周年座谈会召开

本本周周金金融融热热点点

◎央行20日起下调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15年4月20日起下调各类存
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
备金率1个百分点。

◎部门要求商业银行合
理确定和调整IC卡工本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21

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人
民银行、银监会近日发出通
知，要求商业银行合理确定和
调整ic卡工本费收费水平。

◎6月1日银行卡清算市
场放开，银联垄断时代将终结

4月22日，中国政府网发
布《国务院关于实施银行卡清
算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从
2015年6月1日，符合要求的机
构可申请“银行卡清算业务许
可证”，在中国境内从事银行
卡清算。这意味着在中国清算
市场一家独大12年的局面被
打破，中国银联将告别垄断时
代。

(王瑞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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