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1日，沪深股指再现
“黑色星期四”， 上午还在缓
慢上攻不断创出今年的新
高，并突破了2013年5月份的
高点2334.34点；然而下午就
开始深度回调，上午1%左右
的涨幅瞬间消失，最终，指数
没有躲过周四的“魔咒”（8月
份连续出现了4次）收跌。

尽管如此， 市场各方观
点对此并不担忧， 普遍认为
调整后大盘将继续上涨。

广州万隆认为， 随着前
期大盘的单边快速上涨，市
场情绪过热， 出现一定幅度
的震荡调整实属正常。

中信建投证券曹艳琼也
表示，总体来看，大盘上升的
趋势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记者 黄文成

股市聚焦

沪深股市上演“过山车”
机构观点：迟到的调整，后市仍看涨

互动

自7月6日以来，三
湘财富大讲坛已成功举
办了四期。 其中第四期
活动， 选在风景优美的
宁乡县关山古镇， 让投
资者走向户外， 体验一
把休闲投资两不误的别
样沙龙活动。

据大讲坛负责人许
胜介绍，类似的沙龙活动
将不定期举行，接下来的
第五期可能会选择在长
沙郊区的农庄召开。

未来大讲坛将不仅
仅停留于股市讲座，还
会开展包括理财、收藏、
国学、 养生等方方面面

的知识交流会。 投资者可
以通过扫二维码或者加
QQ群等方式获取相关沙
龙活动信息。

咨 询 电 话 ：
0731-84326299

互动QQ：64995063
长 沙 网 ：http:

//www.0731go.cn/
微信号：cs_voc

华声在线长沙网二维码：

财富大讲坛活动丰富多彩

扫一扫，加微信
您值得信赖的掌上外汇

贵金属投资顾问
9月15日-12月19日，

中行第二届金交所代理业务
实盘交易大赛开赛啦！ 详
情 请 登 录 ：http：//www.
boctd95566.com

金银：美元指数维持强
势， 金银继续震荡下行。中
行代理金交所黄金 /白银
T+D：前期空单下移止损至
成本位以下后继续持有，下
方目标240,�4000。

美元指数： 非农数据虽
然不及预期，但并未撼动近期
美元的全面强势。 操作建议：
短期逢高做空澳元、加元。

英镑： 英镑继续受市场
对苏格兰公投的担忧而大幅
下挫。 中行双向宝策略：1.62
目标超额完成， 空单减持锁
定利润， 并将剩余仓位止损
下移至1.625，下一目标1.60。

日元：日本制造业信心

指数走升，美元兑日元短期
涨幅巨大，多单中线仍可持
有。中行双向宝策略：在107
水平减持美元兑日元多头，
锁定部分利润。

欧元： 欧元跌破1.30后，
支持位转为短期阻力位。双
向宝策略： 以1.30上方为止
损，逢高做空欧元，目标1.28。

澳元：澳元跌破长期横
盘区间0.92-0.94，短线有可
能继续滑向0.90。 中行双向
宝策略： 在0.92上方做空澳
元， 止损0.926以上， 目标
0.91,0.90。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不
代表所在机构。 市场有风

险，投资须谨慎。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

行外汇交易员 李浩

汇市周评

熊猫烟花旗下的P2P
平台银湖网7月1日上线，
至9月初， 成交额突破亿
元。 熊猫烟花的股价也由
11元一路飙升到了9月10
日 的 24 元 ， 累 计 上 涨
116%，并创下了自2009年
以来的新高。此时，市场对
于熊猫烟花借银湖网炒作
股价的质疑声越来越多。

质疑：业绩平平，股价
却两月翻番

熊猫烟花2014年半年
报显示， 公司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均有所下降， 烟花
爆竹业务仍是营业收入的
主要来源， 而其毛利率同
比下降了16.48%。

然而， 公司股价却如
“刮妖风般”地在8月22日、
25日、27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涨停，并于9月初再度出
现3个涨停板。外界普遍认
为， 其股价急速拉升的最
大原因在于熊猫烟花实际
控制人赵伟平近日在烟花

行业金融研讨会上的言论。
赵伟平透露， 熊猫烟花

未来将把金融作为主要业
务， 公司名称也有可能变更
为熊猫金融或银湖金融，甚
至可能将注册地址迁往北
京，在今年年底之前，银湖网
的注册资本将从目前的1亿
元提高至5亿元。

对此，市场认为“放大如
今正热门的P2P业务，难脱炒
作股价之嫌， 而通过个人之
口在公开场合说这些消息，
还涉嫌信披违规。”

回应： 单为了炒作不会
投入那么大

就在质疑声不绝于耳之
时， 熊猫烟花发出了关于注
册地不改、 没有计划更名的
澄清公告。 而且在刚刚结束
的投资者集体日交流中一再
强调， 公司主营仍是烟花爆
竹， 发展网络金融只为分散
主营经营风险。

据银湖网副总裁李俊超
介绍， 银湖网借款项目的主

要来源， 是与熊猫烟花业务
往来密切的供应链企业，这
类企业的借款占到了整个成
交金额的90%以上。

“熊猫烟花在金融领域
的投入已经接近两亿， 全部
团队加起来已经有数百人，
单单为了炒作不会投入这么
大。”李俊超说，熊猫烟花的
大股东已经对银湖网发布的
借款项目出具了无限连带责
任担保函， 如果为了炒作股
价， 恐怕也不会愿意承担这
个连带责任。

对于这样的解释， 市场
似乎并不买账。尤其是公司
在8月底公告， 公司股东银
河湾国际将其持有的公司
1700万股，质押给招商证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
业务。

而鉴于在过去的几年，
赵伟平有“套利前科”，有人
犀利指出， 目前的股权质押
只是很小的一环， 更主要的
可能是借助各种利好推高股
价后，大股东再减持套利。

■记者 黄利飞

光大银行大力
支持绿色信贷

近年来， 光大银行响应
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 在加
大力度压缩退出高污染、高
耗能、 产能过剩行业授信的
同时， 严格把控贷款业务的
环保标准， 将绿色信贷作为
业务发展的重点。

该行加强普及绿色发展
理念， 合理有序地推进绿色
信贷业务发展。

截至2014年6月末，在
环境生态保护、清洁能源、节
能减排等领域， 光大银行用
于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公司
类贷款余额较2013年末提高
近20%，达到389.03亿元，共
节约标准煤31.74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72.96万吨， 节水
1.74万吨。

■通讯员 孙雷 陈翔
记者 潘文秀

金融知识万里行专题六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开展
征信知识宣传活动

近日，为全面落实人民银行关于开展
《征信业管理条例》宣传的精神，渤海银行
长沙分行针对网点周边的实际情况，有针
对性地组织辖内网点开展了征信知识宣
传活动。

活动期间，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在各网
点设置咨询台，向社会公众发放征信宣传
折页等资料， 并开展现场咨询和疑问解
答。还在辖区内网点播放征信广告片和广
告语，进一步拓展宣传深度与广度，营造
社会诚信环境。此外，要求所有员工配合
宣传活动， 同时组织开展征信知识竞答，
加强对员工征信知识宣传，增强对征信市
场和信用体系建设有关内容的了解和理
解。同时，在严格执行条例相关规定的前
提下， 将征信宣传纳入年度重要工作内
容， 作为一项常规性的工作贯穿于全年。
活动期间共向消费者分发征信宣传单约
5700余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通讯员 熊芳 记者 梁兴

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公布
湖南两个区域入选

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下发了《关
于印发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方
案(试行)的通知》，启动了国家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建设工作。 计划从2013年到
2017年，在全国选择有代表性的100个地
区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通知》规定，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可
享受国家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
的支持，中央财政按照现有各项有关政策
优先予以支持。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6
部委联合下文，公布了第一批55个全国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我省武陵山片区和湘
江源头区域均成功申报第一批国家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

申报地区应具备5项条件

一是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突出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
设的深度融合，重在文明建设，建立起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协调机制。

二是在体制机制建设、管理制度创新
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具备一定先行示
范的基础。

三是“十一五”期间完成节能减排、耕
地保有量、森林覆盖率等资源环境类约束
性目标，“十二五”以来节能减排等工作完
成年度和进度目标任务；近年来未发生重
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件。

四是认真落实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在主体功能区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并
具有示范作用。

五是申报地区不局限于辖区范围大
小，工作要有特色、亮点，具有辐射带动作
用和推广价值。 ■记者 侯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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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七
省发改委
三湘都市报举办 股价翻番，熊猫烟花被疑炒作

公司回应：投入巨大不为炒作 仍遭质疑股东套利

公投前景未明 非美货币普跌

“装在口袋里的
客服大厅”
新华保险微信公众号
开通在线服务

9月6日，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在微信公众账
号“新华保险”正式开通在线
客户服务功能， 在公司迎来
成立18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与
3000多万名客户共同分享18
年的发展成果。

据记者了解，在“新华保
险” 官方微信号的服务功能
开通之后， 客户关注公众号
或扫描二维码即可随时在线
管理自己名下的保单， 还能
移动办理理赔报案， 体验新
华全景特色服务， 在微信端
开启保单“互动式”自助服务
时代。

“新华保险”官方微信实
现了包括保单查询、 续期服
务、理赔报案、卡单激活、信
息资讯在内的五大类全方位
互动保单服务， 关爱客户每
一次的接触体验。

服务功能上线的同时，
新华保险微信服务号还增加
了多项查询功能， 满足客户
各方面需求。

2014年初， 新华保险董
事长康典重申“以客户为中
心”的战略转型，其核心目标
是“创造极致的客户体验，和
客户之间建立相识、相知、相
信、相依的全新关系。”

围绕这一目标， 新华保
险以科技手段创新服务内
容，丰富服务方式，打造掌上
新华、微信、网站、电话、短
信、 邮件服务的六大电子化
服务平台， 不断满足和适应
科技金融时代客户新的要求
和挑战， 为公司发展插上现
代科技的翅膀， 为客户提供
更为极致的服务体验。

■通讯员 何珊
记者 梁兴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