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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动权益基金和货币基金
大发展后，指数基金有望迎来蓬
勃发展期。从全球来看，美国指
数基金市场占比逐年走高，2017
年已超35%；国内FOF正式开闸、
智能投顾和组合投资兴起、养老
金等长期资金入市，亦为指数基
金的发展打开想象空间。

低成本优势突出

“指数投资有相对可预测、低
成本、多元化投资等优势。”在近
日“与时代共振 话指数浪潮
——指数基金国际研讨会”上，
Van-guard 集团中国区总裁、先
锋领航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晓东表示。

指数型基金是选取某个指数
作为模仿对象，按该指数构成标
准，购买该指数包含的全部或大
部分的证券，获得与该指数相同
的收益水平。由于指数基金经理
不必积极选股，管理费用较低。
低成本指数化投资是较成功的长
期投资策略，表现比大部分跨市
场和跨资产类型的主动管理型基
金更优秀。

作为指数基金一种，交易所
交易基金 (ETF)近年来飞速发
展。ETF兼具股票和基金的优势
和特色，是高效的指数化投资工
具，具有多元化投资、流动性高、
节省费用等优势。

指数基金站上风口

随着资管新规落地，在产品
“净值化”转型、养老金等长期资
金入市、智能投顾与金融科技兴

起的背景下，指数基金投资已临
近爆发拐点期。

“过去指数基金不受待见，公
募基金投资者较少。未来，市场
均衡发展，指数投资会是一个方
向。”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
理胡立峰表示。

“用户投资需求主要有两种：
一是追求本金安全，获得一定利
息，对收益率期待不高；二是追求
权益投资回报，通过承担风险来
获取超额收益。”天弘基金副总经
理周晓明认为，“随着 FOF 推出
和养老金市场发展，包括私募基
金均开始配置指数基金。在散户
投资机构化趋势下，指数基金将
扮演更重要角色。”

指数投资“攻守兼备”

天弘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副
总经理熊军表示，指数基金可较
好提供各类资产收益风险特征，
成为资产配置基准，为资产配置
动态调整提供决策依据。

目前，市场上指数基金分为
普通型、增强型指数基金。天弘
容易宝系列指数基金经理张子法
认为，“两者在投资收益上没有本
质区别，但在设置目的和方向上
不同：普通型指数基金以跟踪偏
离最小化为投资目标，增强型指
数基金追求的是超额收益。”

张子法表示，普通型投资基
金一般采用复制方式，增强型指
数基金一般采用部分复制和部分
其他方式。“两类指数基金对投资
影响不特别大，投资者不论购买
哪种基金，决定收益的都是指数
本身因素。从目前指数基金排名
看，排在最前面和最后面的都是
增强型。” 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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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伪造虚假存单欲套取现金
丹阳建行员工火眼金睛识骗局

本报讯（记者 嘉瑛 通讯员
吴松芳）因挪用资金想弥补“漏
洞”，竟然伪造数万元金额的银行
存单，期望以此骗取银行的合法
资金。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
违法行为，竟然发生在我们身
边。日前，丹阳建行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识破了这一骗局，避免了
银行资金损失。

5 月 28 日下午，一位中年女

士来到丹阳建行西门支行的柜
台，拿出一张金额为 6 万元的定
期存单，表示要取出所有的存款
本息。拿到该女士递过来的存单
时，银行柜员感觉到有些异样，因
为这张存单和他平时接触的存单
有明显不同：字体偏大，印章字样
有错，账号所反映的行号不一致，
而且票面上的银行利率也不符合
当前的执行利率。因此，该银行
柜员初步判定，这是一张虚假的
定期存单，并立马交给网点主管
进行二次验证。主管再次将该存

单与银行的其他存单进行对比，
不仅通过鉴别仪器检验出存单水
印有问题，而且在计算机新一代
系统中没有查到该账户的信息
时，因此确认这是一张虚假存单。

看到虚假存单被银行识破，
持有该存单的女士只得坦白说，
他的丈夫前段时间因某些原因挪
用了其他渠道的 6 万元资金，因
归还时间快到了，而手头又没有
这么多现金，于是就想出了伪造
存单套取银行资金的主意，找人
伪造了假存单并让该女士来取

款，想及时还清挪用的资金。
殊不知，该女士及其丈夫的

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根据规
定，丹阳建行西门支行依法没收
了这张虚假存单，并及时向公安
机关进行报案。

尽管伪造事件并未得逞，但
事实已经触犯了法律。记者从市
法院了解到，根据法律规定，当事
人伪造存单这种银行结算凭证
的，可被定性为伪造金融票证
罪。根据该罪行的性质、情节、程
度不同，该罪行的犯罪嫌疑人一

般被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被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金；情节特别严重的，被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为此，市民们千万不要因为
一时头脑发热、抱有侥幸心理而
做下错事，这样害人害己得不偿
失。

普惠金融 传递爱心
丹阳农商银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嘉瑛 通
讯员 陈志远） 日前，丹阳农
商银行党委组织该行青年志愿
者，冒着高温酷暑，带着对老
人们的牵挂，来到我市开发区

敬老院，对该敬老院的老人们
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和关爱
慰问活动。

当天，青年志愿者们自发
组成多个爱心小组，为敬老院
老人们打扫卫生，和他们唠家
常，为老人们送去最贴心的关
怀和祝福。一位老人紧紧拉着

该行一名青年志愿者的手，激
动地说道：“天气这么热，还
想着来看我们这些老头儿、老
太太，感觉比自己的孩子还亲
呐。”天气虽然炎热，但看到
老人们开心的笑容，大家也都
很欣慰，整个敬老院里充满了
欢声笑语。青年志愿者们还为
老人们送上了毛巾、肥皂等生
活必需品。

其后，该行青年志愿者们
在敬老院活动室内，特别为老
人们举办了一场金融知识讲
座。针对老年人金融知识薄弱
这一特点，志愿者们通过播放
通俗易懂的视频短片和发放宣
传折页，现场向老人们重点讲
解了如何防范非法集资、识别
假币等方面的安全知识，帮助
老人们切实提高金融安全防范
意识和能力，保障自己的财产
安全。

活动结束后，老人们恋恋
不舍送别志愿者。志愿者们纷
纷表示，关爱老人的活动非常
有意义，以后还将继续投身到
此类公益活动中去，通过实际
行动去关爱社会更多弱势群
体。

动态动态行业行业

资讯资讯股市股市

大盘市盈率已低于熔断
底部还有多远？

本周一，沪指盘中触及
3037.91 点，创 2017 年 5 月 24
日以来新低，如果不计春节长
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这也是
2017 年 6 月 6 日以来的新低。
指数和成交量都创了新低，这
个位置会是底部区域吗？

在指数创出新低的同时，
本周一，沪深两市成交额也萎
缩至 3208.98 亿元，如果不计
今年春节假期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2 月 14 日)的 2368 亿元，这
也是 2017 年 6 月 6 日 (2978 亿
元)以来的新低。

很多市场人士相信，地量
之后是地价。那么，现在的 A
股贵不贵？一个可供参考的指
标是——东方财富Choice数据
显示，截至本周一，A股的平均
市盈率为 17.16 倍，已经跌破
2016 年初熔断时的水平(17.85
倍)。不过，这一数据仍大幅高

于2014年上半年牛市启动前的
12倍左右。

而从个股估值的具体分布
来看，市场底部时低估值个股
占比较高。东方财富Choice数
据显示，目前 0-40 倍市盈率
个股占比为 49%，较熔断时上
升了 15 个百分点，接近 2013
年低点时的 54%，但比 2005
年、2008年低点仍要低很多。

此外，破净股票数量增
多，也是判断是否低点的一个
参考。当前，A 股共有 119 股
破净，而在 2638 点时，仅 53
股熔断。两年多时间里，在大
盘整体震荡上行之际，破净股
个数增长了一倍多。

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
与 2013 年 6 月 25 日 ( 沪 指
1849.65点)、2008年 10月 28日
(沪指 1664.93点)以及 2005年 6
月6日(沪指998.23点)这几个更
早期的A股历史重要低点相比
较，当前的破净个股数还相对
较少。

要知道，2013年之前的那
几个重要历史低点位置，市场
上破净个股数都在 150 只以
上，其中 2008 年 10 月 28 日当
天，市场破净股数更是达到
175只。

小市值个股增多，以前也
普遍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底部的
一个迹象。目前 A 股共有 147
只个股市值小于20亿元，其中
*ST圣莱市值最小，为10.91亿
元，逼近 10 亿元关口。要知
道，2016年熔断时，市值小于
20亿个股仅有一家。

证文

信息信息理财理财

指数基金或将迎“爆发”期

丹阳日报
股友沙龙

QQ群：364874261

围绕当前环境热点问题，日前，丹阳农行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为主题，组织党团员青年走上大街小巷，沿途捡拾塑料瓶、纸巾、食
品包装等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保护环境卫生、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践
行蓝天责任，打造绿色银行。（记者 嘉瑛 通讯员 华元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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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6月 15日 10KV 群益 27702

开关以下（27702：木桥集中区、
木桥新村、马家桥、供电所5#、龙
城、北环路、群益新村、群益十
队、赵家湾、群楼村、群楼五区、
新兴路、群益新村北、高楼村一
带）07:00-13:00；

10KV 通港 27601 开关以下
（27601：洪楼新村、洪家埭、西高
楼、滨江新村南、滨江新村南东、
滨江新村南西、滨江东新村、滨
江西新村、段家桥新村，江滨新
村、洪楼村、宋家埭、徐家村、徐
家北、王家巷、南陈家墙门、江滨
村、江滨小村一带）07:00-13:00。

信息收集：朱江达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6部影片：
动画、冒险电影《哆啦A

梦：大雄的金银岛》；动作、冒
险、奇幻、科幻电影《复仇者
联盟 3：无限战争》；喜剧、爱
情、奇幻电影《超时空同居》；
尚格·云顿、杜夫·龙格尔主
演动作、剧情电影《深海越
狱》；冯巩、涂松岩主演喜剧
电影《幸福马上来》；阿克谢·
库玛尔、布米·佩德卡尔主演
剧情、喜剧电影《厕所英雄》。

全 球 最 先 进 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米
埃影城免费提供 3D 框架、
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
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订阅
号：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今日上映6部影片：
动作、冒险、奇幻、科幻

电影《复仇者联盟 3：无限战
争》；喜剧、爱情、奇幻电影
《超时空同居》；尚格·云顿、
杜夫·龙格尔主演动作、剧情
电影《深海越狱》；冯巩、涂松
岩主演喜剧电影《幸福马上
来》；阿克谢·库玛尔、布米·
佩德卡尔主演剧情、喜剧电
影《厕所英雄》；动画、冒险电
影《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
岛》。

具体场次及时间：
1. 可 拨 打 热 线 咨 询 ：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dyzhongying。

观影指南2018

备忘录

新华社电 大学毕业生就
业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去
年他们的就业状况如何？第三
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日前在
北京发布的《2018 年中国大学
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
示，2017 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
的就业率为 91.9%，与 2016 届、
2015 届基本持平，其中高职高
专就业率首次超过本科。

大学生毕业后去哪了？

从就业去向来看，民企、中
小微企业、地级市及以下地区
等依然是主要就业去向，且比
例持续上升。

从就业地区来看，“北上广
深”就业本科生3年后离开比例
持续攀升，杭州、天津、苏州等
城市对外省本科毕业生吸引力
不断增强。

哪些专业就业率较高？

从就业主要行业来看，
2017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就业
最多的行业类为“教育类”，达
到14.7%，其中有六成左右集中
在中小学教育机构；2017 届高
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就业最多
的 行 业 类 为“ 建 筑 业 ”，为
12.5%，但就业比例增长最多的
是“教育业”，较 2013届增长了
2.8%。

根据不同专业的就业状
况，这份报告也列出了失业量

较小，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
度综合较高的专业，为需求增
长型“绿牌专业”；以及那些失
业量较大，就业率、薪资和就业
满意度综合较低的“红牌专
业”。

本科就业绿牌专业：信息
安全、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
联网工程、数字媒体技术、通信
工程、数字媒体艺术。其中，软
件工程、网络工程、通信工程连
续三届都是绿牌专业。

本科就业红牌专业：绘画、
化学、美术学、音乐表演、法学、
历史学。其中，美术学、音乐表
演连续三届都是红牌专业。

这些行业的收入最高

调查显示，2017 届中国大
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为4317
元。其中，本科院校 2017 届毕
业生的月收入为 4774 元，高职
高专院校2017届毕业生的月收
入为3860元，报告称，这两个数
字均明显高于城镇居民2017年
月均可支配收入(3033元)。

细分来看，以本科为例，
2017 届本科毕业生有 12.0%月
收入在7000元以上。

而从具体的就业行业来

看，2017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半
年后月收入较高的行业前五名
分别是：软件开发业(6252 元)、
航空运输服务业(6145元)、互联
网运营与网络搜索引擎业(5845
元)、通信设备制造业(5779元)、
无线电信运营业(5649元)。

自主创业者
平均月收入5785元

2017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
自主创业的比例为 2.9%，与
2016 届、2015 届基本持平。报
告称，根据国家统计局估算，
2017届大学生中约有 21.3万人
选择了创业。

从收入来看，2017 届本科
生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人群的
平均月收入为 5785元，比 2017
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收入(4774
元)高1011元。

不过，报告提醒，大学生自
主创业存活率需关注，创业效
果应从长评价。

数据显示，毕业半年后自
主创业的2014届本科毕业生中
有 46.9%的人三年后还在继续
自主创业，这意味着，三年内，
超过一半创业人群退出创业市
场，创业失败风险不容忽视。

高考结束的这个假期是一
个悠长的假期，可很多考生们的
心情并没有那么轻松悠闲。

比如，考试没发挥好的考生
容易陷入负面情绪，内心受到挫
折，不愿出门，害怕成绩公布，对
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

再如，对考试发挥很满意的
考生，胜券在握，对自己的高考
成绩有过高的心理期待值，信心
满满地等待成绩查询的那一天。

另外，还有一些放飞自我的
考生，跑出考场的一瞬间，就开
始弥补高三一年没机会玩耍的
缺憾。打游戏、刷美剧、K 歌以
及各种同学聚会，一样都不能落
下。

以上三种大喜、大悲、大乐
的情绪都是高考后的不良心
态。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

的考生会陷入迷茫，与之前忙碌
的学习生活相比，不适应现在的

“闲适”，变得无所事事，感觉心
里空落落的。

其实，高考后，考生需要一
个心理调适。怎么做呢？考生
和家长们听好啦！

一、考完试不知道做什么？
是不是每天很早就跟随着生物
钟醒了？想多睡会儿都睡不
着？起床后了无目标？该去做
什么？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清
楚？

这时候你要及时找个事情
充实下自己的生活了，比如，找
一本书来读，听听音乐，适量玩
玩游戏，学习下自己喜欢的学
科，寻找自己的兴趣点，懂得合
理安排自己的时间。

注意，这时不宜把自己的时

间排得太紧，多补觉、多休息，缓
解之前高度带来的紧张、疲惫的
心情才最重要。

二、家里的考生整天情绪不
佳？作为家长不敢轻举妄动多
说一句话？家长生怕哪句话说
不对，触碰到孩子敏感脆弱的神
经，令孩子更加心灰意冷？

首先，建议家长、亲戚或朋友
尽量避免在考生面前问及诸如

“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之
类的话，更不要向考生传导“高考
很重要，问题很严重”的信号。

其次，家长应及时跟孩子沟
通，帮助孩子化解心理压力及负
担，并做出正确的引导，做孩子
贴心的朋友。

最后，想对考生们说的是，
无论考得怎么样，都要有勇气面
对，勇敢一点。记住，在父母眼

里，你永远是最棒的。情况再糟
糕，父母的爱都是最温暖的港
湾。

三、太放纵自己、开心地玩
耍到飞起的考生也要注意啦！
玩耍时要记住劳逸结合，掌握好
一个“度”，更不要年少轻狂，一
时脑热，从而染上一些不良习
惯，甚至误入歧途。在心理调节
上，要做到心平气和，多一份淡
定，少一份狂躁。

千万不要等进入大学后，因
暑假的过度放松，而跟不上大学
紧张的学习节奏哦。否则就真
的是乐极生悲了。

高考完的假期，悠闲中透着
紧张。愿你，不辜负努力的汗
水，不辜负父母的爱，不辜负这
段值得回味的青春美好时光。

（新华）

高考落幕 心理调适很重要
小贴士送给考生和家长

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日前发布《2017 年我国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称，2017 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
寿命达 76.7 岁，婴儿死亡率下
降到 6.8‰，孕产妇死亡率下降
到 19.6/10万，我国居民主要健
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

专家指出，人均预期寿命
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
居民健康水平的指标，可以反
映出一个社会生活质量的高
低。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卫生

健康部门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深化医改取得阶段性成效，
公共卫生、疾病防控、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逐步提升，生育服务
管理、中医药等工作得到加强，
综合监督水平不断提升。

公报显示，2017 年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全面推开，全部取
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价格调
整政策全面跟进。截至2017年
底，93.9%的城市公立医院取消
了药品加成，公立医院医疗费
用的不合理增长得到有效控
制。与上年相比，医院次均门

诊药费下降 1.8%，占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医院人均住院药费
下降 7.1%，占比下降 2.5个百分
点。

此外，我国分级诊疗政策
体系逐步完善，通过培养全科
医生、推动家庭医生签约等逐
步增强基层服务能力。2017年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达
44.3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0.6亿
人次。其中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站）门诊量占门
诊总量的 23.0%，所占比重比上
年上升0.3个百分点。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6.7岁

有很多人认为抗生素就
是消炎药，但严格来说，抗生
素并不是消炎药，它们是两种
不同的概念。

“炎症”是机体对外界刺
激产生的防御反应，病毒、真
菌、细菌、来自空气中的灰尘、
烧伤等都有可能引起炎症，其
临床表现为感染部位红肿、发
热、疼痛等。

消炎药是能够消除炎症
的药物，它分为两类，一类是
非甾体抗炎药，另外一类是糖
皮质激素。而抗生素是杀灭
微生物的药物，属于“杀菌
药”。

因细菌感染而导致的发
炎，可以用抗生素进行治疗；
而非细菌感染而导致的炎症，
用抗生素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为什么要强调抗生素和
消炎药的区别呢？

抗生素经常被人们使用，
但如果大量使用或者滥用抗
生素会使人体产生耐药性，导
致许多疾病难以治疗。所以，
正常情况下，抗生素要在医师
指导下进行使用，不要盲目选
择，同时还要注意它的剂量和
使用次数，不要擅自停药。治
疗炎症，也要选择适合的药
物，找到病因对症下药，谨遵
医嘱，才是治疗炎症最好的方
式。

人们常常用抗生素和消
炎药来治疗各种不同的炎症，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炎症带有

“炎”字，但这些带“炎”字的病
症，真的可以用抗生素和消炎
药来治疗吗？

例如“骨性关节炎”。很
多人认为其症状是关节发炎，
需要用抗生素或者消炎药进
行治疗。但骨性关节炎是以
关节软骨变性、损害导致关节
发生退变或者骨质增生的慢
性骨关节疾病。它的发病原
因并非由于病毒、真菌、细菌
等引起，而是由于肥胖、高龄、
遗传等因素。一般需要通过
物理的方法来进行改善治疗。

因此，出现一些我们无法
判断的症状时，千万不要急于
用抗生素或消炎药治疗，而应
及时就医，查清是否由细菌、
真菌、病毒感染引起，然后再
做处理，要从病原出发，对症
下药。 （新华）

抗生素并非消炎药
二者区别需记牢

最新大学最新大学生就业生就业报告出炉报告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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