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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网贷之家发布的《中
国P2P网贷行业2017年12月月报》
显示，当月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为
9.54%，环比上涨5个基点。正常运
营平台数量持续减少， 下降至
1931家，其中湖南地区仅有21家。

网贷平台借款人数锐减

从成交量来看， 年关资金面
相对紧张， 当月网贷行业的成交
量为2248.09亿元，环比小幅下降
1.33%。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网贷
行业经历了投资人数与借款人数
多少对比的渐变和最终反转。从
2017年1月， 该行业投资人数超
出借款人数近200万人； 到8月，
借款人数首超投资人数； 再到12
月， 活跃借款人数比活跃投资人
数仍多出近35万。

“上月P2P网贷行业的活跃
借款人数为476.24万人， 迎来了
近20个月间的最大环比降幅，达
8.55%。” 网贷之家研究员陈晓俊
指出，伴随着现金贷、P2P网贷平
台整改验收等监管文件的密集落
地， 借贷者再难通过多头借贷的

方式“以贷养贷”，从而导致活跃
借款人数下降。

湖南平台数量再减2家

平台数量方面，截至上月末，
正常运营的平台数量下降至
1931家， 相比2016年底减少了
517家。 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总
数达到4039家。

湖南地区正常运营的网贷平
台数量较少，仅有21家，排在全
国第16位， 其间， 停业平台共2
家，新增美债所理财1家。

6月底前完成平台备案

2018年是网贷“备案”年，要求
6月底之前全部完成网贷备案工
作。“从资金存管、信息披露等监管
政策的出台，再到验收整改工作通
知的下发，以及平台属地化备案的
消息，合规平台正主动调整综合收
益。”业内人士预测，2018年网贷整
改将全面收官，部分平台出于合规
性考虑， 会主动退出网贷行业，从
目前信息估测，2018年底或将跌至
800家左右。 ■见习记者 黄亚苹

2018年第一个交易日，A
股即迎来了久违的大反弹，沪
深两市股指涨幅均超过1%。其
中沪指放量突破前期震荡平
台，一扫节前萎靡之势，外资也
随之信心大增， 资金净流入量
明显增加。

年初资金明显回暖， 尤其
是境外资金在近期流入明显，
也助推了A股的开门红。 交易
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资金净流
入35.13亿元， 已连续5个交易
日实现资金净流入。 其中沪股
通净流入21.13亿元，深股通净
流入14亿元。

突破箱体，重回做多轨道

周二市场在权重板块的带
动下高开高走， 市场重新回到
做多的轨道上。 市场长阳的崛
起， 也一扫节前的横盘震荡的
弱势格局， 预计周三市场依旧
具备惯性上冲的动力。

当天，上证指数跳空高开，
突破近一个月的箱体震荡区
间， 给后市的上行积蓄大量动
能，从日线级别看，已经突破了
半年线。 指数自下方反弹已经
连续三天收阳， 并且量能不断
放大，有加速趋势，后市有望向
上继续挑战60日均线。

至于创业板指数， 则已经
站上了5日和10日均线，从形态
上看形成了不规则的多重底形
态，下方KDJ再度低位金叉，美
中不足的是量能有所欠缺，因
此反弹先看1780附近。

此次大涨主要得益于地产
板块的崛起， 金地集团和保利
地产等龙头股大涨， 带动指数
积极向上。除了地产股之外，新
能源汽车也成为两市跨年度的
活跃板块， 安凯客车等个股依
然强势大涨。

年初资金回暖助推上涨

经历年底的资金紧张之
后， 市场流动资金在年初也开
始回暖。1月份资金面宽松有一
个重要标志， 就是新股发行将
会减速。

每年1月份新股发行的数量
都会减少，因为，若去年12月31
日之前没有提交发审委审核，在
1月1日后送审上市公司必须补
交2017年年报。因此上市公司要
送审还要等待2017年年报出炉。
新股发行减速也会降低目前市
场融资的压力，这也给大盘提供
了比较好的时机。

科德投资认为， 年初向来
是两市资金面比较宽裕的时间
段， 今年央行还决定在春节前
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这
点预计能够使得市场资金面继
续保持在非常宽松的阶段。历
年来年初信贷资金安排也都会
比较宽松， 所以从以往市场的
走势来看， 春节前走出一波反
弹行情的概率都比较大。

A股蓄能，等待突破

科德投资认为， 沪深两市
的大幅反弹对于修正技术面具
有比较重要的作用。目前来看，
技术面的一些变化有机会让市
场出现好转的契机。 从周线图
上看，目前上证综指的周线KDJ
即将实现黄金交叉， 一旦金叉
成型， 那么市场的整个上行动
力会继续增强。

另外，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目前煤炭、 造纸和钢铁以及有
色这几大板块的行业K线图都
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突破迹
象， 一旦这几大行业个股能够
突破，那么指数会很快突破。

巨丰投顾也认为， 大盘自
3450点以来的调整， 从空间上
看， 到年线位置200点左右的幅
度基本到位， 从周期上看，8月份
的上行持续了3个月，本轮调整不
超过2个月都是可以接受的。随着
市场的持续缩量， 流动性不足成
为中小市值个股的最大担忧。
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央行决
定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有
望释放超万亿流动性，2018年行
情在金融地产、上证50、中字头、
供给侧改革等权重股带动下实现
开门红，市场有望逐步转强。操作
上，建议关注底部放量的绩优股。

■记者 黄文成

资金面回暖，A股迎新年开门红
2018年如何布局，机构给出三大主线

网贷行业收益率上升，借款人数锐减

网贷“备案”年
或现平台退出潮

随着新一年的开启，投
资者也开始了新的布局，不
少机构也祭出了新的一年
的投资主线预测。

财富证券研报：
配置三大主线

第一、 继续向产业链
附加值更高部分延伸，且
估值逐渐回归合理的高端
装备制造业， 如汽车零部
件、电气自动化设备、仪器
仪表、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设备等。

第二、未来主导新一轮
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如半
导体、5G、人工智能、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

第三、受益农村和三四
线城市消费升级而带来的
大众消费和中端消费高速
增长机会， 如商业贸易、农
林牧渔，同时看好受益需求
端人口红利、存量经济特点
的服务类消费， 如医药生
物、保险、汽车服务。

东吴证券研报：
蓝筹股仍是主战场

市场风格的主战场仍
在蓝筹，小盘股更多是短期
反弹。 关于结构性机会，当
下面临两个短期拐点，其
一，传统行业逐步复苏叠加
新兴产业加速扩张影响下
的制造业景气改善，这也是
本轮产能周期的核心看点
之一，短期来看拐点逐渐显
性化；其二，综合基数效应
和基本面趋势影响下的通
胀水平逐步上升，这在2018
年是较为确定的投资机会。

因此， 蓝筹主线之下，
关注制造业和通胀链，具体
行业包括机械、 电气设备、
大众消费、农林牧渔和石油
化工等。

无名氏， 男， 约 8
岁， 身高约 120CM，
身穿蓝色棉袄，淡
蓝色牛仔裤， 其左
后脑勺部有约一元
硬币大小白色旧疤

痕， 无法说出家人信息。 其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长沙高铁
南站站台与家人走失，由民警送
入我站。 请知情者速与我站联
系。 电话：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寻亲启事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迷吃快餐店（税
号：92430104MA4LJG860Q）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4300172320,发票号码：09
427161、09427162、09427170、
09427211、09427217、094272
19、0942723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临武县恒源砂石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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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高兴，电话 13574544199

变更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李志强口腔诊所
现要变更 2015 年 11 月 18 日由
长沙市开福区卫生局核发的登
记号为 PDY00554X43010517D
2152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法
定代表人由李志强变更为王双，
联系人：王双，联系电话 15200841530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平柱机械设备租
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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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柱 13667329385

遗失声明
岳阳市卫冕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税号 914306033205428029，2017
年 12 月 15 日开出的发票湖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已遗失，发
票代码 4300171320， 发票号码
28430680，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晟博物流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张伟，电话 15842883007

◆张奇、唐玉龙遗失其女张思
创的出生医学证明， 证件编
号：P4303266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回县精武不锈制作店遗失隆
回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7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5246003211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天正电子城遗失临湘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1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证号：
4306820000102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万畅商贸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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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珊,电话 13875838572

遗失声明
慈利县中财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遗失由慈利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9 年 2 月 10 日核发的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682848
6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铭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75
5800671R)遗失公章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罗俊楠（父亲:罗神龙，母亲:
刘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643796，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阳燕晖（父亲：阳正冬，母亲：叶
小萍）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181389，声明作废。

◆尹杉伊遗失 2006 年 9 月 18日签发
身份证 430407197910020528，作废。

◆张杰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22
802199704075033，声明作废。

◆刘亚兰遗失长沙医学院毕业
证：108231201105563241，学士
学位证：1082342011000474，
声明作废。

◆肖朝仁不慎遗失《中级专业技
术职务资格证书》，证号 B080
21048100000016，现声明作废。

◆黄程于 2017 年 12 月 30 日遗
失（430981199403171815）二 代
身份证，声明作废。

◆谭明华 2017 年 12月 28日遗失
身份证，证号 4522261989121000
1X，声明作废。

◆湖南科技学院美术学专业学生
葛超遗失毕业证书原件， 证书编
号:105511201505001201，声明作废。

◆刘芊辰(父亲：刘二一，母亲：
刘河显)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430955，声明作废。

◆周熙涵（父亲：周前伟，母亲：
陈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808092，声明作废。

◆刘靓（父亲：刘山旗，母亲：陈
静巧）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1090815，声明作废。

◆夏朵（父亲：夏伟军，母亲：谢
霄芙）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550600，声明作废。

◆刘丹遗失湖南大学中国语言
文学学院三方协议，编号:S1528
01852，声明作废。

◆陈世超遗失安全考核合格证
书，编号:湘建安 C2(2014)01000
1324，声明作废。

◆曾文亮(父亲：曾继承，母亲：康
小飞)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D430214194，声明作废。

◆陈雪云遗失医师资格证书，
编号：4311043252419831126
8327，声明作废。

◆彭雅芳遗失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报到证， 编号
1161203403220，声明作废。

◆伍晨薇（母亲：周惠清 ，父亲：
伍双军）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6659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梓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351
689727Q）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建明遗失会同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0 年 9 月 27日颁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12
256000481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山市韶润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382MA4L4EAJ28）遗失公
章（章号：4303000021938），
声明作废。

投资策略

布局这些投资主线

2018年首个交易日A股迎来开门红。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