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理财市场“画
风”大变。股票也好，理财产品

也罢，今年的投资，少了前些年追求
暴利的“燥热”，多了一份稳中取胜的

“淡定”。
展望2018年，在经济稳中求进的

背景下，金融业严监管将持续发力，
求“稳”或仍将是普通人投资理

财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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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日常专家坐诊详情
肺部影像会诊 周三上午 上海长征医院 肖湘生

（注：肖湘生教授限号40个）
消化内科 周一至周六上午 本院专家 张锁林
神经内科 周二、周三 本院专家 盛延生
神经内科 周四、五上午 上海长征医院 黄树其
肾内科 周三、四全天 上海长征医院 张翼翔
肾内科 周六上午 本院专家 杨 峰
心内科 周五下午、周六上午 上海长征医院 陈金明
呼吸内科 周三上午 本院专家 陈国清
胆石病科 周一、周三上午 本院专家 张 坤
肝胆外科 周二上午 解放军454医院 霍中华
腹股沟疝专科 周五上午 本院专家 黄志良
胸外科 周二、四全天 南京军区总院 丁永清
神经外科 周一、三、五上午 本院专家 赵豪杰
骨 科 周一、三、五全天 本院专家 文立臣
脊柱外科 周一、二、三、五、日 上海长征医院 顾庆国
甲乳科 周一至周五全天 本院专家 刘亚萍
皮肤科 周二、三全天 南京鼓楼医院 顾富祥
眼 科 周一至周四全天 本院专家 汤 备
口腔科 周一、二、三全天 上海长征医院 陶长仲
中西医特色诊疗 周一、三上午 江苏省中医院 陈德芝
中医男科 周一、三、五上午 本院专家 张西毛
妇 科 周一、二、四、五、六 本院专家 刘惠娣

注：1、元旦1月1日专家门诊停诊。 2、专家坐诊时间具体以当天出诊为准。
丹阳三院导医热线：86991666 地址：南二环路899号华都锦城对面。

许臻 海军军医大学（原第二
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副主任
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出诊
时间：2018 年 1月 7日、21日。
许臻教授从事临床医疗科研工作二
十多年，医疗科研作风严谨，在内

科疾病，特别是在风湿免疫性疾病
（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
炎、反应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
疮、混合性结缔组织病、干燥综合
症等）的诊断及治疗中积累了丰富
的临床经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上海市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医
院重大课题基金共 130万，获得军
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出版和参
编专著 4部，发表科研论文二十余
篇。专家号预约热线：86991666

周日上海长征医院特约专家门诊明年1月起新增“风湿免疫科”

三院开设
“中大医院疼痛中心丹阳分中心”
普通门诊：周一至周五全天、周六上午
专家门诊（孙岩军主任，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疼痛科主任）：周三下午

上海长征医院“种植大师”
每周一、二、三坐诊三院
口腔科热线：86952088

口腔科口腔科：：牙齿种植牙齿种植
知名教授
技术精湛
收费平价

12月24日

12月31日元旦停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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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外科

崔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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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流清

停诊一次

胡国萍

顾庆国

三院周日上海长征医院特约专家坐诊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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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搏击股市的投资者而
言，永远都是“几家欢乐几家
愁”，2017年也不例外。

上海股民郑咏琪属于前
者。今年年初，她果断地买入
了几只上证 50指数成分股，截
至目前差不多都有两三成的收
益。“幸亏抓住了这一波‘白马
行情’。”郑咏琪不无得意地说。

郑咏琪所说的“白马行
情”，是指行业龙头企业在经济
转型过程中市场占有率、定价
能力增强，支撑了股票行情的
走好。

相比之下，股民郑莘就没
那么幸运了，追高买入的几只
次新股遭遇重挫，令他沮丧不
已。“看来，坚持多年的炒新、炒

小、炒高送转的思路不灵了。”
不止是股民收益分化，不

同市场之间的“分化”也是
2017 年 A 股的最大特点。截
至12月15日收盘，上证综指年
内累计实现 5.24%的涨幅，大
幅“ 跑 赢 ”创 业 板 指 数
的-9.08%。同期，被称为“漂
亮50”的上证50指数累计上涨
23.32%。

监管部门权威人士介绍，
尽管市场行情分化明显，但全
年股市投融资功能明显增强，
市场波动率明显降低，稳定性
正在加强。以上证综指为例，
2017年以来振幅为 13.98%，明
显小于 2016 年 25.44%和 2015
年71.95%的振动幅度。

股市分化明显，波动较往年小

再来看看对于投资者技术
没那么高要求的余额宝、P2P、
银行理财等产品，不难发现，
2017 年各类产品的收益率没
有“大起大落”，稳健成为主题
词。

今年以来，以余额宝为代
表的“宝宝”类产品的七天年化
收益率普遍上扬超 4%后逐步
回落。目前，余额宝七天年化
收益率降至 3.9%附近。与几
年前“宝宝”类产品7日年化收
益动辄超 5%、6%相比，今年

“宝宝”类产品的收益率相对稳
定。

同时，网贷之家数据显示，
年初8.58点的网贷行业预期收
益率指数，已经跌至 12月 2日
的 7.2点。从行业整体看，P2P
年化收益率下降1个多点。

今年银行理财热度不减。
从去年 10 月开始银行理财收
益率不断攀升，今年 6 月底更
是达到高峰。数据显示，去年
10 月至今年 6 月，银行理财产
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从 3.65%升
至 4.4%。下半年开始，随着资
金面维持紧平衡状态，市场利
率趋稳，银行理财收益率波动
幅度进一步收窄。

理财产品收益稳健，没有“大起大落”

在业内人士看来，2017 年
投资理财产品的发展趋势与经
济宏观形势、监管政策变化和
投资者理念转化等因素密切相
关。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
善文指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的过程中，很多行业都经历
了残酷的优胜劣汰，行业龙头
逐步胜出，助推了股票市场“白

马行情”的演进。
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金

融领域防控风险、重拳治理乱
象的监管政策密集出台。无论
是规范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再
融资和减持，还是打击银行体
系资金空转、套利，亦或是全面
清理非法金融行为等，都在深
刻地影响着你我的“钱袋子”。

“这两年互联网金融行业

一直在整改，尽管理财产品的
收益率有所下降，但理财平台
的整体质量有所提高，市场更
加规范了。”易观高级分析师马
韬说。

随着投资市场的深刻变
化，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悄然
转变，关注重点也逐渐由“高收
益”转向“安全稳健”。

在宏观经济稳中求进的大
背景下，2018 年，金融业防风
险、严监管的力度不会放松，这
意味着金融市场上的“暴钱”将
逐步回归理性，同时也给投资
理财产品带来一些新变化。

目前，金融机构资管业务
规模已经突破 100万亿元。老
百姓理财需求越来越旺盛。央
行近日联合相关部门就资管业
务征求意见，明确将打破刚兑，

备受市场关注。
业内人士指出，如果保守

的投资者是冲着刚性兑付购买
银行理财的话，那么今后可能
要选择存款、货币基金、国债等
相对低风险的投资方向了。同
时也不排除短期内理财市场可
能出现增幅、收益率都下降的
情况。

“理财市场变化很大，以前
‘傻瓜式’的投资模式行不通

了，还真得多学点理财知识才
行。”投资者郭女士坦言。

“普通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妨多
追求稳稳的幸福。”无锡方万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绍霞建
议，对于股票等风险较高的投
资产品，投资者一定要保持清
醒的头脑，不要被市场情绪左
右，为自己设置好安全边界。

(新华社)

趋“稳”，转变因何而起？

严监管不会放松，“傻瓜式”投资行不通了

理财市场趋稳定
明年或仍是主流 新闻爆料热线 86983110 丹阳新闻网www.dy00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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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须俊）昨
日，“2017 中国最美村镇”颁奖
典礼在上海举行，云阳街道迈村
村摘得“2017 中国最美村镇
——宜居奖”。

在中国最美村镇评选进入
第五年之际，评委会优中选优，
强中选强，特别评选出五周年

“中国最美村镇 50 强”“中国最

美村镇50人”，云阳街道迈村村
党委书记王金和获评“中国最美
村镇50人”称号。

最美村镇的建设离不开村
镇的领头人。2017“中国最美村
镇50人”称号获得者王金和担任
村党组织书记以来，凭着一股锲
而不舍的闯劲和干劲，立足生态
和宜居，发展绿色科技健康产业，

想方设法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
路。生态高新产业经济快速发
展，他筹资修建社区基础设施，推
动美丽乡村建设，优化群众生活
环境，繁荣基层文艺事业。借助
网络，“白天抓镰刀，晚上抓鼠
标”，他成立“王金和产业教授工
作室”，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得到老百姓的充分认可。

“中国最美村镇”是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综合研究
室、国家旅游局、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等关心指导下，由第一财经
发起并联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南京广播电视集团经
济频率、贵州广播电视台、大连
广播电视台等 80家广电媒体联
合主办的全国性评选活动。

“2017中国最美村镇”评选获奖名单揭晓

云阳街道迈村村摘得“宜居奖”
村党委书记王金和获评“中国最美村镇50人”称号

一切围绕项目干一切围绕项目干
推动发展再升温推动发展再升温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珥宣 张朝民）日前，记者在
珥陵镇艾米农产品有限公司看
到，大米包装生产车间里一派紧
张繁忙的景象，工人们正熟练地
对大米进行灌装、打包、装箱。
据公司负责人杨正平介绍，自总
投资 6500万元稻米自动化生产
线扩建项目投产以来，公司产销
量同期相比已获得了 50%的增

长，截至目前，公司销售额已达
1.3亿元。“今年的销售目标是 2
亿元，我们正争分夺秒朝着这一
目标奋力冲刺。”杨正平说。

艾米公司农产品扩建项目
是珥陵镇今年项目建设的一个
生动缩影。为走出一条充分彰
显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发展路子，
提升发展热度，珥陵正加快推进
工业转型升级，一着不让抓好重
点项目建设。在原有 4 个市级
重点项目基础上，珥陵又新增 4
个重点产业类项目。其中，艾米
农产品稻米加工生产线扩建项
目、汇能锅炉新型管道弯管自动
生产线技改项目已经竣工投产，

其他 6 个项目正按照序时进度
稳健推进。与此同时，珥陵镇今
年以来应税销售收入、规模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等经济指标增势强劲，同比
分别增长8.1%、10.8%、9.0%。

近年来，珥陵镇提出工业农
业齐头并进，两手抓、两促进，实
现大跨越、大发展的目标。以项
目为引领，通过重点项目推进、
平台建设、招商引资、企业培育
等方式，加快科技创新引领，推
进珥陵经济转型升级。着力培
植欣战江、汇能锅炉、冈田精机、
正清曲面等一批优质企业，形成
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为

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珥陵镇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该镇一方面将做
好项目建设保障工作，全力推进
欣战江太阳能电池片 、正清曲
面高分子薄膜表面处理加工生
产线技改、农产品加工园区公共
平台建设、澳悦 50万平方米工
业纸箱生产线等项目早日竣工
投产；另一方面，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优化投资环境，拓宽招商
引资渠道，盘活闲置资产，通过
以商招商、委托招商，主动对接
项目、积极跟踪项目、精准发力
招引一批生物医药、航天航空等
项目，不断提升全镇发展热度。

珥陵抓好项目提升发展热度

今日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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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年底，鱼
跃集团各生产线
开足马力，力争超
额完成全年生产
指标。图为鱼跃
集团繁忙的吸引
器生产线。
(记者 萧也平 通
讯员 杨新燕 摄)

开足马力开足马力
冲刺全年目标冲刺全年目标

2017年的美国
“优先”引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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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特朗普总统治下的

美国，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

面，都明显打着“美国优先”的烙

印。“优先”无疑成为美国2017年

被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热词。

“美国优先”加剧了美国国内

分裂，扩大了美国与盟友间矛盾，

触发了国际关系大调整。“美国优

先”催生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

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

理财市场趋稳定
明年或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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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理财市场“画风”大

变。股票也好，理财产品也罢，今

年的投资，少了前些年追求暴利

的“燥热”，多了一份稳中取胜的

“淡定”。展望2018年，在经济稳

中求进的背景下，金融业严监管

将持续发力，求“稳”或仍将是普

通人投资理财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