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8日 星期五

钱生钱

15

编辑／版式 邱昕 校对／ 周进

三日吸金逾千亿元

本报讯 工行贵阳白云支行自第一季

“520 直播间” 开播以来，得到了大量客

户的高度关注和赞赏， 线上线下双向发

力，做好服务工作。 近日，该行将直播间创

新升级，开展第二季“520 直播间之爱上

白云”直播活动。

白云支行积极适应市场新形势，步步

紧扣市场需求，以全力打造“第一个人金

融银行” ，分别从产品、服务、回馈体验、科

技支持等多方面入手，让客户享受服务升

级、福利升级和礼遇升级的直播体验。

一是服务升级“爱更广” ，抽奖范围

扩大至在该行办理 e 分期的客户以及收

款码合作商户，均可参加抽奖；二是福利

升级“爱更久” ，此次超级至尊大奖中奖

者可在该行办理个人按揭贷款业务时，享

受当期执行的个人按揭贷款最低利率；三

是礼遇升级“爱更浓” ，所有奖品颜值质

量均较第一季大幅提升，增加一元换购等

福利。

截止到 1 月 4 日， 第二季累计播放 4

期，播放量 25000 余人次，为更多足不出

户的客户提供了优质的金融服务。

（王蕾）

落地省内同业首笔

烟草 e贷业务

“520直播间”

第二季开播

本报讯 1 月 5 日起，工行贵阳诚信路

支行精心组织辖内网点走进贵州医科大

学，开展金融服务进校园活动，针对学生群

体展开全方位、多维度金融服务，促进银校

深层合作，进一步落实打造“第一个人金

融银行” 战略精神，为学生办理启卡、开卡

等业务。

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该行事前主动

沟通联系，确定金融服务场地，统筹各网点

资源，提前调配移动服务设备，充分做好现

场设施布置，全力保障入校顺利服务。

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 为学生提供

开卡、启卡、办理线上金融产品等一站式金

融服务，在校内设立 3 台智能设备，提升开

卡效率，节约学生办理时间。同时大力推广

融

e

行、融

e

联等线上金融产品，营销校园

信用卡，拓展“成长型” 、发掘“潜力股” ，

以及“1 分钱乘公交车”“工迎新春” 等系

列活动。 （王蕾）

金融进校园

促进银校深层合作

本报讯 近日，经过人民银行

官网公示期后，民生银行“基于物

联网技术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项目成功入选北京金融科技创新

监管试点第三批创新应用。

该项目依托工业物联网平

台， 围绕汽车行业上下游中小企

业集群， 发挥民生银行多年来积

累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优

势， 以科技创新变革业务及风控

模式， 切实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

困难。

项目将按照“技术创新、风险

可控” 的原则，在风险管理模式、

金融服务产品、 风险数据基础设

施建设、大数据开发应用、业务真

实性验证、 风控模型建设及运用

等多方面突破固有思维， 进一步

挖掘科技创新潜能， 力求打造集

约化金融服务能力， 尝试打造分

布式机器学习框架， 从而形成更

精准的中小企业数据画像， 借助

物联网辅助验证业务真实性，与

中小企业的急迫金融需求场景充

分融合， 强化风控前瞻性与过程

控制，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让“经

典”焕发“活力” ，让“创新” 点燃

“温度” ，民生银行持之以恒助力

融化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入选该项目标志着民生银行

向“需求牵引、技术推动、风险可

控” 的高质量经营发展目标迈出

实质性的一步， 更是模拟未来数

字化金融生态场景的一次重要实

践。 （王蕾）

民生银行入选北京第三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项目

新年 新基金嗨了

本报讯 为加大普惠业务市场拓展力

度，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近日，

工行贵阳分行响应省分行号召， 由辖内中

西支行成功落地并投放省内同业首笔纯线

上烟草贷业务。

“烟草

e

贷” 是针对优质卷烟零售商

户提供的一年期小额信用贷款，最高 50 万

元，年利率 3.85

%

，

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

还本， 主要用于支持卷烟零售商户卷烟订

购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王蕾）

工行贵阳白云支行

工行贵阳诚信路支行

工行贵阳分行

随着春节临近，不少家庭准

备开始置办年货了。 今年，各大

商超正陆续开启春节促销，“年

货大战” 正在上演，此时出手可

以省下不少钱哦。

首先看一下各大商超，支付

宝在首页的“消费券” 可以每天

抽取三次消费券， 额度有 10 元

立减 2 元、20 元立减 5 元、5 元

立减 1 元、100 元立减 50 元等，

都可以在贵阳市各大商超和便

利店使用。此外，周五至周日，还

有一次抢券机会， 手速较快的

话，可以抢到 18 元的券，目前结

束时间未知。 除此以外，还可以

在支付宝领取盒马 79 元立减

10元、永辉 66元立减 20元的优

惠券、屈臣氏 25 元专享红包，不

需要抢，大量有券。

银行方面也有很多实惠。

1 月 11 日至 2 月 28 日，每

天上午 9 时起，邮储信用卡持卡

人可以在家乐福用苏宁易购

APP 参加满 100 元立减 50 元活

动，也可以选择苏宁易购的“家

乐福到家” 线上参与，每周每人

线上线下各可参与一次，名额有

限先到先得。

光大信用卡的 “阳光惠生

活” APP， 可以每个月购买一次

盒马五折券和永辉五折券，有效

期一个月。 每周六的上午十点，

在“优生活” 频道内抢购，实付

50元购 100元券。

浦发信用卡的“浦大喜奔”

APP 的“小浦惠花” 平台，可以

使用 95 元购买到永辉和沃尔玛

超市 100 元券，过期可以自动退

款，券有效期比较长，可以放心

囤货。 也可以购买苏宁小店 24

元购 30元的代金券。

招行 APP 搜索“盒马” ，每

周可以抽取到一张代金券，配合

招行支付首单立减十元，可以免

费购买到一款十几元的商品。

每周六上午 10 点使用云闪

付绑定华夏信用卡在合力超市

购买 100 元立减 20 元， 活动持

续到三月底，一个月一人享受一

次。

平安银行 APP 的超市 88

折活动依然进行中，目前的活动

商户为名创优品，使用微信支付

可享受 88 折优惠， 优惠上限为

10元，每周一次持续到月底。

另外， 云闪付的日常便利

店、商超满 2 元随机立减活动依

然在进行中， 每天可以参加一

次， 名额消耗情况可以在 APP

中查询。 王蕾

1月 21 日， 2020 年年报季

即将拉开帷幕， 沃华医药将成为

第一家披露年报的公司。

截至 1 月 6 日，696 家上市

公司公布了全年业绩预告， 业绩

预喜公司合计 322 家 ， 占比

46.3

%

。

其中业绩预增 137家，续

盈 14家，略增 95家，扭亏 76家。

业绩预喜公司中， 以预计净

利润增幅上限统计， 共有 135 家

公司净利润增幅超 100

%

；

净利润

增幅在

50%-100%

之间
的有 48

家。具体到个股看，天赐材料预计

净利润增幅最高， 公司预计全年

实 现 净 利 润 增 幅 上 限 为

4495.59%

。

紧随其后的有，达安基

因、东方生物、海欣食品、星网宇

达、好想你、宇环数控、甘化科技、

长盈精密、康泰医学、汤臣倍健。

未来还有哪些公司业绩有望

翻倍？分行业看，业绩增幅预计翻

倍股主要集中在化工、医药生物、

电子、 电气设备、 机械设备等行

业，分别有 24 只、15 只、13 只、11

只、11只个股上榜。

此外， 有 250 家上市公司预

计 2020年全年业绩 “报忧” ，包

括业绩略减 72 家，预减 52 家，续

亏 35 家，首亏 73 家，增亏 7 家，

减亏 11家。主要集中在医药生物

（29 家）、 化工 （26 家）、 传媒

（16 家）、电子（16 家）等行业。

另有 124家公司尚不确定。

腾讯

年报披露在即

哪些公司

业绩有望翻倍？

超市里买年货 这样能省钱

淘实惠

百亿爆款基金频现

1 月 6 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

从渠道处获悉， 当天发售的兴全

合兴混合基金的申购资金大约

230 亿元； 截至 6 日上午 11 时，

前海开源优质企业混合基金的申

购金额突破 100 亿元， 半日即售

罄。

兴全合兴混合基金由兴证全

球基金的陈宇掌舵。 前海开源基

金公司员工持股委员会主席、联

席投资总监、 基金经理曲扬负责

管理前海开源优质企业混合基

金。 兴全合兴首募上限为 80 亿

元， 前海开源优质企业首募规模

上限为 100亿元。

这意味着，2021 年仅仅 3 个

交易日， 爆款基金已经吸金超过

1000亿元。具体来看，1月 5日发

行的由五届金牛基金经理、 银华

基金李晓星管理的银华心佳两年

持有期混合基金认购规模超百亿

元；同样是在 1 月 5 日，广发基金

发布公告称， 广发兴诚混合基金

截至 1 月 4 日的累计有效认购金

额已超过募集规模上限 120 亿

元。 该基金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

例为 78.455551

%

。

根据测算，该

基金 1 月 4 日认购规模约为 153

亿元。

此外， 景顺长城基金 1 月 6

日公告称， 景顺长城核心招景 1

月 4 日的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例

为 33.184111%，由此计算，该基

金 1 月 4 日吸金就超过 240 亿

元；1 月 5 日，富国基金发布公告

称， 富国均衡优选的累计有效认

购申请金额超过募集规模上限

100 亿元， 该基金最终确认的配

售比例为 93.226220

%

。

Wind

数据显示，1 月共有 87

只新基金发行， 仅计算公布了募

集目标的基金发行份额，1 月拟

新发基金规模就达 2755亿元。易

方达基金、兴证全球基金、银华基

金、 博时基金等基金公司将陆续

推出多只新基金。

增量资金持续入场

自 2020 年以来，频频出现的

百亿爆款基金， 成为 A 股市场最

大的增量资金来源之一。

国盛证券研报指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募基金共

发行基金 3.18 万亿元，其中偏股

基金占比达到 50.7

%

，

偏股基金

发行规模达到 1.61 万亿元，远高

于 2019 年的 4255.7 亿元。 从基

金类型看， 偏股混合型基金的贡

献居首，新发规模达到 1.24 万亿

元，占 76.8

%

；

普通股票型、被动

指数型和增强指数型基金规模分

别达到 2378.9 亿元、1242.7 亿

元和 108.5 亿元， 占比分别为

14.

8%

、

7.7%

和
0.7%

。

从偏股基金的发行节奏来

看，2020 年上半年， 除 4 月份发

行规模有较大下滑外， 其余各月

的发行量均稳定在 1000 亿元左

右； 下半年整体发行规模中枢小

幅上行， 除 7 月份发行规模爆发

式增长外， 其余各月的发行规模

稳定在 1500 亿元左右。 整体来

看， 偏股基金的发行节奏较为平

稳，尽管 7 月之后市场出现调整，

但对基金发行节奏影响有限。

国盛证券指出， 未来在居民

加配股票资产且入场方式从直接

持股转为间接持股的大趋势下，

基金高速发行的节奏有望延续，

2021 年公募基金仍将成为市场

的最主要增量资金来源。

以近日宣布提前结束募集的

新发基金来看， 按募集上限来计

算（实际成立的规模），新基金已

达到 800 多亿元的规模； 按照

7

0%

股票仓位计算， 将给市场带

来的增量资金约在 550 亿元以

上。

布局高景气度赛道

谈及新基金投资，曲扬表示，

2021年市场存在结构性机会。 他

将秉持 “寻找朝阳行业的好公

司、与优质企业共同成长” 的投

资理念，重点布局科技、消费、医

药、高端制造四大方向。“我国疫

情防控较好， 经济活动恢复相对

较快， 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有所

提升。 2021年估值很难再经历整

体扩张， 但市场仍会存在一些结

构性机会， 继续看好受宏观因素

影响小、 有内生增长潜力的朝阳

行业龙头公司， 以企业经营的健

康程度、成长持续性、发展空间等

维度来评估企业的价值， 力争实

现长期稳健增值。 ”曲扬说。

陈宇说， 从经济发展情况来

看，新能源车、军工、有色这些行

业基本上处于“供需两旺” 态势

中。并且，这类高成长行业的盈利

变化是非线性的， 在投资中仅看

其静态估值，其实意义不大。当前

的组合中， 底仓品种依然是医疗

服务、教育和化妆品等行业，新能

源车、军工、计算机、有色、汽车板

块则是组合中的增强型品种。

李晓星认为， 股市仍将以结

构性机会为主。消费和科技领域，

是聚焦的重点。科技赛道中，看好

电动车、光伏、智能终端、软件应

用和传媒领域；消费赛道中，看好

可选消费、乳制品和医药领域。

1 月 6 日发售的兴全合

兴两年封闭混合型基金和前

海开源优质企业六个月持有

期混合基金， 均吸引超过

200 亿元的资金认购， 新基

金发行盛况在延续。

开年短短三个交易日，

爆款基金的吸金量已超过

1000 亿元。 爆款产品的拟任

基金经理表示，2021 年市场

存在结构性机会， 科技、消

费、医药等高景气成长赛道，

有望涌现超额收益机会。

★核心提示

★数据说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