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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
心正式批复兴业银行作为境内客
户保证金存管业务指定存管银
行，将开展相关保证金存管业务。
至此， 兴业银行已经获得五大期
货交易所的全部存管业务牌照，
进一步加快轻型化银行转型。

随着近年来金融业转型升
级步伐加快，兴业银行不断加快
轻型化银行转型发展。2013年以
来，该行已陆续获得国内五大期
货交易所的期货保证金存管业
务资格，先后推出仓单质押、套保
融资等多项融资类产品， 在强化
对实体经济服务的同时，加快拓

展期货市场业务版图， 实现新兴
业务多元布局。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是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由上海期货
交易所于2013年11月出资设立、
面向全球投资者的国际性交易
场所。此次指定存管银行的批复，
同样标志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开业进入最后准备阶段。

为更好地拓展期货市场业
务，兴业银行建立了由总分支三
级机构组成的期货结算服务体
系。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兴业
银行各项期货资金存款余额突
破700亿元。 经济信息

最近几个交易日，A股重拾
升势， 股指重新回到3100点上
方，反弹行情或已初露端倪。即日
起到6月中下旬期间， 将有多只
新基金结束募集， 其中就包括国
泰旗下受到不少投资者关注的，
以“智能装备”、“高端制造”等为

投资主题的标准股基———国泰智
能装备股票型基金。 国泰智能装
备拟任基金经理周伟锋告诉记
者， 新基金会根据行业景气度和
估值来衡量安全边际， 并在风险
和收益匹配较好的时候， 择机进
行配置。 ■黄文成

6月8日，A股延续前一日上
涨趋势， 其中上证50的走势尤
为抢眼。在经历了短暂两个交易
日调整后， 本周上证50指数便
重拾升势， 一举超过上周高点，
并创下近18个月以来的新高。

指数创新高，诱多还是真牛？

今年4月以来，上证50指数
的行情便开始“特立独行”，仅
仅一波小幅度的调整后便震荡
走高。5月底以来， 该指数突然
爆发， 快速拉升， 连续创下新
高。不过，市场对于该指数的看
法也出现了分歧。

有分析即指出， 周四上证
50板块再创反弹新高， 但是唯
一不足的是成交量不增反减出
现了背离的走势， 这一点要值
得警惕， 防止出现诱多的假突
破行情。

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
从K线走势来看，该指数处于明
显的中期上升趋势中。 尤其是
周四更是创下18个月以来的新
高， 这不是牛市环境还有什么
是牛市？ 上证50自熔断后开始
攀爬， 一直以来没有引起市场
广泛的关注， 一般拉升都视为
国家队的护盘行动， 而且往往
被投资者深恶痛绝， 因其拉升
容易引起小盘股抛售。 但近期
的连续两次九连阳， 资金介入
迹象非常明显， 即使是国家队
拉升，也是花了真金白银。

值得注意的是， 不单单是
上证50指数新高不断，深圳100
指数在近期也开始走牛，目前已
经接近4月份高点， 且距离去年
11月底的高点也只差百余点。
由此可见，市场整体风格已经转
向业绩良好的一二线蓝筹股。

对此， 海通策略公众号发
表观点称，4月来市场跌源于金
融监管引起的资金紧张，6月有
望成为政策和资金的转折期，
之后中报数据确认盈利保持较
高增长，市场环境有望改善。中
期业绩为王的风格不变， 继续
持有一线价值股， 看好二线价
值成长和国企改革。

白马股普涨，你还敢上车吗？

“老板电器又创新高了，可
惜早前不敢买入啊。”长沙一位
潘姓投资者向记者表示， 有朋
友曾向他推荐老板电器， 但碍
于该股屡创新高， 即使在出现
回调时也不敢冒险买入。 但是
让他没想到的是， 该股经过短
暂调整后又一次刷新新高。

目前与潘先生的遭遇类似
的投资者不在少数，眼看着白马
股屡屡刷新高点，却不敢追高买
入。 在大家都感到恐惧之时，这
些个股却不断刷新高点。因不少
白马股都是上证50的样本股，
而正是他们的持续走牛，带动了
上证50指数的不断走高。

那么， 白马股是否还可以

让投资者搭一趟车呢？
首先来看看6月8日盘后资

金流向数据显示，龙马股（龙头
白马） 再次成为资金热捧的对
象，其中格力电器（8.99亿元）、
伊利股份（8.50亿元）、中国平
安（8.03亿元）3股资金净流入
超8亿元，京东方A、招商银行、
美的集团、 云南白药、 保利地
产、华域汽车、上海银行等净流
入超过2亿元。上述10股合计净
流入资金50亿元， 买入额更是
高达130亿元。格力电器、伊利
股份、美的集团、云南白药股价
纷纷创出了历史新高。

由此可见，A股市场资金
总体处于流入状态， 加上这些
白马股普遍有较好的业绩支
撑，其持续上涨的动能较强，且
这些白马股吸引了大批长期资
金，能够保证股价的稳定性。以
伊利股份为例，截至一季度，该
股共有260家机构持股，持仓比
例占总股本的22.44%。 最值得
一提的是， 该股第二大股东是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说明
港资非常看好该股。

此外， 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显示，沪深股通成交持续上扬，
6月7日北上资金（沪股通、深股
通） 合计净流入24.21亿元，连
续五日增长，累计净流入105.47
亿元。 沪股通净流入13.9亿元，
较前一日增加4.57亿，深股通净
流入13.9亿元， 较前一日减少
4.18亿元。 ■记者黄文成

遗失声明
个体户李美华遗失长沙市天心
区国家税务局 2008 年 8 月 15 日
核发的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35058319750213492301
声明作废。

◆周晓雨( 父亲:周晚成，母亲：
谭瑛)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43016756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思悦咖啡馆合伙企业（普
通合伙）经合伙人会议决议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合伙企业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纯
东，电话：18627553193。

注销公告
长沙思胜餐饮合伙企业（普通
合伙）经合伙人会议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合伙企业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纯东，
电话：18627553193。

遗失声明
湖南谷一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招商银行万家丽路支行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码：J5510
026241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泉源生态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元分局 2016 年 4 月 21 日核
发的 9143020059103835XP 营
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捷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3
MA4L4NHT3J）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比尤媞医疗美容
门诊部由原法人；罗圣更改为
现法人；马静。
联系地址：长沙市开福区万达
广场 C1座 10楼
联系电话：0731－89821825
法人代表：马静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宁乡县誉欣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学校不慎遗失公用账户银行开
户证明。 开户行:宁乡县农商银
行农产品加工专业支行， 签发
时间 2004 年 9 月 8 日， 账号:
80080000031331947012，声明作废。

◆刘武不慎遗失南华大学核发的
2015届编号为 201510555205135
的报到证，特此声明作废。

◆文曦（父亲：文玲，母亲：袁春
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L4307121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兵国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湖分局 2008 年 4 月 2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3026000591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桂东县诚信房屋维修有限公司
遗失桂东县国家税务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湘国登
431027397562668,声明作废。

◆王新立遗失二代身份证 430103
196010071534 和长沙市标准件
总厂 7栋 1506号购房协议，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慈利县华强桩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卓战华 电话：13517443403

◆陈国清遗失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非执业会员证书，证号:43
20160218，声明作废。

◆王嘉怡（父亲：王大庆，母亲：
梁梦林）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H4307057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珍正美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6 年 7 月 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111090470638Y；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
35666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喻伟平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6 年
3 月 9 日核发的个体工商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
0260066764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田田乐经济信息工程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王斌 电话 13873145532

注销公告
株洲市恒悦达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张飞飞，电话 15200490088

◆肖笑不慎遗失位于岳麓区金科
城美苑 3 栋 1903 房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交存第三联，声明作废。

◆肖长江不慎遗失位于岳麓区盛
世东方大院 6-7 栋 105 室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交存第三联，声明作废。

◆肖笑、刘跃飞不慎遗失长沙岳
麓区雷锋大道 468 号金科城美
苑 3栋 1903房中华人民共和国
契税完税证（161）湘地现 00
073460第四联，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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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陈伟遗失护照，护照号:G20
115008，声明作废。

◆戴诗朵（父亲：戴海洋，母亲：
梁彩霞）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85279，声明作废。

◆廖泓铭（父亲：廖磊，母亲：
陈交）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31159，声明作废。

◆刘芸菲（父亲：刘铭，母亲：
甘奇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818447，声明作废。

◆龙奕衡（父亲：龙青松，母亲：
彭菊）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255990，声明作废。

◆李紫茜（父亲：李海林，母亲：
陈辉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115495，声明作废。

◆陈杨（父亲：陈炳基，母亲：郭再
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
J430089041，声明作废。
◆银若彤（父亲：银卫华，母亲：
肖丽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Q430056760，声明作废。

◆中南大学田彪报到证 201610
533101439，遗失作废。

◆李宇哲（父亲：李敏，母亲：
张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1053277，声明作废。

◆操佳茵（父亲:操越、母亲:
罗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86648,声明作废。

◆袁萱萱（父亲：袁波，母亲：
唐炎敏）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653697，声明作废。

◆刘康龙（父亲：刘友军，母亲：
陈明霞）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430230221，声明作废。

◆喻伟青遗失车牌号湘 37296
道路运输证，证号：湘交运管长
字 430124201478，声明作废。

◆朱柔臻( 父亲:朱民清，母亲：
邓叶林）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662307, 声明作废。

上证50创下18个月新高，走出独立牛市行情

业绩为王，白马股或将继续创新高

兴业银行获期货存管业务全牌照

基金资讯

经过长期调整，A股近日利
好频现，A股破冰之旅或将开
启。在此背景下，拥有出色历史
业绩的“老司机型”基金经理获
得市场关注。据了解，由程洲拟
任基金经理的国泰大农业股票
基金将于6月12日结束募集。据

悉， 程洲拥有超过9年的基金经
理经验，其管理的国泰聚信价值
C长期业绩表现稳健，近三年总
回报131.91%（同花顺 iFinD数
据）， 今年上半年连续斩获三项
重量级基金大奖， 获得业内认
可。 ■黄文成

反弹一触即发，“老司机型”基金经理获关注

过去10年， 医药生物行业指
数 涨 幅达 155.57%（WIND 数
据），在申万28个一级行业指数中
排名第2，强势行情“医”脉相承。
近期， 建信基金推出新品主题基
金———建信高端医疗股票基金，
为投资者重点挖掘高端医疗领域

内的投资机会。据了解，正在发行
的建信高端医疗股票基金为投资
者捕捉医疗行业高端领域提供新
工具。所谓“高端医疗”，指医疗保
健的高端领域，包括技术高端、价
值链高端和处于产业链核心三方
面内涵。 ■黄文成

医疗板块业绩常青，建信基金新推医疗主题基金

机会大于风险,新基金建仓优势凸显

上证50经过两天休整又连续上涨并创近期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