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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郑糖盘中窄幅震荡， 临近尾盘
时期价大幅跳水直逼前期低点， 全线大
幅收跌，主力合约SR1301报收于5316元
/吨，下跌110元。从短线指标来看，下跌
动能未释放完毕，近期宜反弹沽空。

IF1209主力合约周二低开后窄幅震
荡，午后多方快速拉升至2269点后回落，
报收于2248.0点，下跌5.8点或0.26%，成
交环比小幅增加，持仓环比持平，期指升
水10点。

沪深300指数周二小幅低开后，低位
窄幅震荡， 午后多方在两桶油的带领下
大幅拉升，终因成交量不足，冲高回落，
报收2238.41点， 上涨10.21点或0.46%，
成交量环比小幅减少。

从技术上看，周二报收小阳线，5、10
日均线继续下行， 所有均线仍然空头排
列，在跌破2300点之后出现缩量反抽，空
方势力依然强大， 如果没有外力的支撑
大盘难以扭转颓势，后市关注大盘5日均
线得失以及量能能否出现持续放大。

周三操作上建议投资者观望。

1.是量化指标特性：技术分析提供的
量化指标，可以指示出行情转折之所在。
2.是趋势追逐特性：由技术分析得出的结
果告诉人们如何去追逐趋势， 并非是创

造趋势或引导。3. 是技术分析直观现实：
技术分析所提供的图表， 是历史轨迹的
记录，无虚假之弊。所以，技术分析的本
质就是：首先制作图表，进而分析，再作
判断。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潘涛

空方势力依然强大

技术分析法的特点有哪些？

除了玩手机、玩物流，中国互联网的那帮大佬们再次“不务正业”，这次他们集体“触金”

阿里巴巴“逼宫”银行业

期货知识

从阿里的小微信贷、腾讯被传进军证券金融资讯行业，再到中国
平安、阿里、腾讯三方合作试水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企业正一步步朝着
金融领域渗透。

电商观察家鲁振旺分析称，电商体系发展空间已经有限，相比之
下金融的发展价值更大，但互联网企业“触金”关键要看国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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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将作为Pioneer先锋手机全球首
发及中国区唯一代理渠道商， 先锋手机
将于9月22日在苏宁全国1700多家门店
及苏宁易购同步亮相。这是继Pioneer先
锋液晶电视、 数码相机、 数码摄像机之
后， 先锋旗下又一全新的产品线在中国
上市发售！

与众不同的智能手机
这两款产品内置Pioneer-Player播放

器、采用杜比音频解码技术原装Pioneer先
锋发烧级耳机。经过先锋音响技术中心（成
立于1966年）长时间专业测试调配，这两款
手机无论外放还是监听模式都有刻画入微
的音质表现且低音频率响应特性、指向性出

类拔萃， 搭配先锋研制的无折环扬声器技
术，低音重放超越传统小型扬声器的局限。

另外，P80W配备了4.5英寸超大IPS屏
幕，强大的Android4.0系统，再搭载A9双核
1.0处理器和4G超大内存，完全满足主流商务
及休闲娱乐功能。外观上，P80W拥有9.6mm
纤薄机身，配备可更换后壳，同时P80W是目
前市面上极少有的采用1850毫安时大容量电
池的双卡双待支持全频段的全球智能手机。

苏宁中国总代理， 线上线下近期起全
面上市

近期，先锋公司手机开山之作———PI-

ONEER先锋P80W、E80W两款音乐智能
手机正式在全国首批1200多家门店及苏
宁易购双渠道上市发售。 苏宁电器副总
裁王哲表示：先锋手机与众不同，她是音
乐的、智能的、时尚的！基于对先锋影音
专业技术的信任， 我们对Pioneer先锋手
机上市非常乐观。同时，与国际先进技术
型生产公司直接对接，减少了尖端技术产
品的中间流通成本，更有利于消费者能最
快最近距离的接触到国际化产品，使厂商
及消费者均能在苏宁这个平台上获取最
大利益。

Pioneer先锋音乐智能手机登陆中国市场
苏宁为中国区唯一代理渠道

日前，知名财经评论人牛刀放言，
中国房价是一场即将被戳穿的骗局，
表面上看房价上涨了， 个人财富增值
了，其实是狗屁，房价上涨就是货币贬
值， 明明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吞噬了城
市居民的财富，看上去却增加了。玩这
种骗局的以前在华尔街，现在在北京。
任何骗局，最后都会被戳穿。

点评：马克·吐温说，世界上有三
种谎言：一是谎言，二是该死的谎言，
三是统计数字。其实，金融的本质就是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财富绝杀。

牛刀：房价骗局即将被戳穿声音

张艺谋也玩资本运作

日前， 有媒体报道张艺谋确实在
筹谋成立规模为20亿元的“张艺谋文
化产业基金”，包括小马奔腾、万达、坤
宏传媒在内的多家公司都传出介入谈
判合作的消息。

点评： 资本市场的魅力是如此之
大，前有姚明后有张艺谋，或许玩资本
比拼票房更舒坦吧，只是，电影这种文
化产品毕竟要少些铜臭味才有境界。

截至8月27日，已有九家全国性商
业银行发布上半年业绩。今年上半年，
九家银行的总体不良贷款情况表现为
“单升”， 即不良贷款余额增加而不良
贷款率降低。其中，七家股份制商业银
行的不良贷款总额较年初增加了68.2
4亿元，增幅近17%。

点评： 我们看不到的都是暗流涌
动，看到的都是粉墨登场，数据的真真
假假总是无从考证的， 只是不良贷款
这只靴子不掉下来， 市场对银行不会
打高分的。 ■记者 侯小娟 整理

七家股份制银行
上半年新增不良贷款68亿元数字

@IntOtheRaIn：马云终于迈出这
一步了！阿里巴巴甚至比物流公司更
适合做信贷，因为他们能掌握更多的
信息， 藉此判断客户的运营状况。传
统银行什么的弱爆了！

@mark-tan：光淘宝今年的交易
额就达到1万亿， 就算有10个点的抵
押贷款也有1000亿，阿里巴巴的想象
空间还是很大的！

@净海鹰：电商做金融，金融也
可以做电商！ 建行做电商的底气：拥
有超过一亿网上银行用户，超过六千
万的手机银行用户；一季度利润高达
515亿元； 在和阿里巴巴的小额贷款
合作中积累了不少经验， 进而推广
“商城+线上信贷”的模式；亦商亦融，
买卖轻松……

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
提出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显示：
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
动性，即社会越不平等，而个人的经济
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 所以
在当代中国，这或许论证了所谓的“屌
丝逆袭”，到头来或只是一场黄粱美梦。

点评：“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两
千多年前有屌丝就想改变这种宿命。
其实，如果靠历史数据说话，那推翻王
权是不可行的， 妇女享受选举权也是
不可行的， 但凡所有社会变革照这种
说法都不可行。

“屌丝逆袭”在当代中国不可行
表情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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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信贷已运作两年
在阿里的官方网站上， 记者看

到， 阿里金融放贷额度为5万-100万
元；期限为12个月；贷款形式为循环
贷+固定贷。

阿里金融方面表示，阿里的小微
信贷早在2010年就已经开展相关业
务，阿里拥有自己的小额贷款公司牌
照 ， 通过自有的两家小额贷款公
司———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和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运作。

截至2012年中，阿里金融已累计
为超过13万家小微企业、个人创业者
提供融资服务。“13万仅占国内4000
万小微企业的0.3%不到， 除了客户
数， 阿里金融在信贷规模上仍属于
‘小’字辈。”阿里金融负责人王彤表
示，阿里金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全面开放暂未有时间表
和当前多数金融机构采用的传

统信贷方式不同，阿里金融尝试利用
互联网进行信贷创新。不用提交任何
担保、抵押，只需要凭借互联网上的
企业信用资质， 用户24小时随用随
借、随借随还，大大降低了小微企业
融资的门槛。

根据阿里金融统计，2012年上半
年，阿里金融新增的获贷小微企业达
4万家， 占其过往服务小微企业总量
的一半。同期，阿里金融累计向小微
企业投放贷款130亿元：由170万笔贷
款组成，日均完成贷款接近1万笔，平
均每笔贷款额度仅为7000元。

至于今后是否会面向全国的普
通会员开放， 阿里相关人士表示，要
根据阿里金融的发展规划和国家监
管政策来定。 ■据《每日经济新闻》

8月27日，阿里巴巴（以下简称阿里）方面证实，阿
里信贷已向阿里普通会员“敞开大门”———目前只向
江、浙、沪三地的普通会员开放；今后是否会面向全国

的普通会员开放，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从阿里的小微信贷， 到腾讯被传进军金融证券， 再到平

安、阿里、腾讯“三马”合卖保险，互联网企业朝着金融领域渗
透的步伐日益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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