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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中国梦，，行畅通行畅通，，
农行农行ETCETC助您畅游大美中华助您畅游大美中华。。

农行农行ETCETC可以绑定借记卡啦可以绑定借记卡啦！！
OBU免费送到家，省时省力，方便快捷，

更多优惠等您来体验！详询通州农行各网点

白领贷 可贷不超过 30万元 优质单位客户可以办理纯信用贷
款，可用于装修、购车、留学等合法消费用途。

综合消费贷 可贷不超过500万元 房产抵押，可用于装修、购车、
旅游、留学等合法消费用途。

贷款利率：月息4.35%
贷款期限：一次授信3年有效，随借随还 客户年龄：18周岁至60周岁

指尖轻触 引领未来

咨询电话：86027058

免费送OBU；高速通行5折优惠；
中石化加油卡充值满100返10；

1折洗车8元观影

建行ETC“建”证美好出行
办ETC龙卡信用卡享多重好礼

地址:建行任一网点
咨询热线:68118194

选择安全可靠金融机构选择安全可靠金融机构选择安全可靠金融机构选择安全可靠金融机构
保护自身账户安全保护自身账户安全保护自身账户安全保护自身账户安全

张家港农商银行提醒您张家港农商银行提醒您张家港农商银行提醒您张家港农商银行提醒您：：：：
产品名称 期限 投资起点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101天 1万 4.34%
201 1万 4.36%
36天 1万 3.55%
92天 1万 3.77%
183天 1万 3.75%
365天 1万 3.60%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温馨提示：新客户有惊喜哟！温馨提示：新客户有惊喜哟！温馨提示：新客户有惊喜哟！温馨提示：新客户有惊喜哟！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南通市通州区世纪大道东南通市通州区世纪大道东南通市通州区世纪大道东南通市通州区世纪大道东、、、、行根路北行根路北行根路北行根路北，，，，桑夏大厦一楼桑夏大厦一楼桑夏大厦一楼桑夏大厦一楼（（（（世纪大桥向北第一个红绿灯世纪大桥向北第一个红绿灯世纪大桥向北第一个红绿灯世纪大桥向北第一个红绿灯
右拐右拐右拐右拐）   ）   ）   ）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咨询电话咨询电话：0513-86329611：0513-86329611：0513-86329611：0513-86329611

新客户专属理财

慧盈结构性存款

友情提醒：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地址：南通市通州区世纪大道东、行根路北，桑夏大厦一楼
（世纪大桥向北第一个红绿灯右拐）
咨询电话：0513-86329611

近日，由《金融理财》杂志社、
易趣财经传媒主办，渤海银行协
办的“金貔貅·第二届中国数字金
融服务与合作发展高峰会”在京
举办。会上发布的《中国数字金
融竞争力蓝皮书报告》(以下简称
《蓝皮书》)显示，信贷平台和消费
金融公司的客群以80、90后的年
轻客群为主。

多数人近三年开始使用
消费信贷

蓝皮书显示，信贷平台和消
费金融公司的客群以80、90后年
轻客群为主，这部分客群体现出
四大特点，一是以男性居多，二是
以个体户与没有固定工作的客群
为主，三是学历以大专以下为主，
四是使用消费信贷借贷时间不
长，大多数是最近三年才开始使
用的。

对于获取消费金融与借贷信
息的渠道，蓝皮书指出，相对其他
品类，消费信贷客户更信任传统
渠道，比如说金融机构人员推荐、
户外广告、亲朋好友间的推荐。
而较为流行的视频网站、短视频
等媒介，在消费金融的客户当中，
尚未成为主力渠道。

对于消费信贷资金的用途，
蓝皮书调研显示，借贷用途已经
覆盖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与
2018年的数据比较，今年在借贷
各用途的渗透上，均有一定的下
降。电子产品与家用电器仍是借
贷最主要的用途。使用借贷用于
医疗健康有所提升。

此外，在蓝皮书中还介绍了
用户选择消费金融平台最关注三
个要素：一是金融平台的安全实
力。很多用户认为征信对他们非
常重要，他们虽然是借钱，也关注
后期能不能很好地把钱还给金融
公司，保持良好的征信，所以用户
最为关心平台机构的实力与信
用；二是在信贷过程当中有没有
一些优惠活动，有没有一些折扣，
让客户可以看到这些利益；三是

服务与流程简便性。总的来说，
品牌实力与安全是基础，优惠是
打动消费者的卖点，真正能够留
住消费者的是服务，包括配套客
服以及优质的服务流程。

70、80 后是购买互联网
保险的主要客群

从互联网保险的调研结果来
看，使用互联网进行保险购买与
咨询的人群以 70、80 后居多。
结婚生子这些人生阶段的变化是
购买保险重要的契机与节点，针
对上有老下有小的 70、80后多
元化家庭，对保险的需求较其他
群体高。同时，70、80后对互
联网接受度较高，学历高，对于
保险的自主学习能力强，成为互
联网保险最早的尝试者与使用
者。

蓝皮书指出，用户在购买互
联网保险时，关注更多的是有没
有活动、有没有赠品，保险公司品
牌是不是强，赔付能力是不是有
保障。其次理赔是不是智能化，
在购买的险种上，消费者会针对
不同的险种考虑，都有一定的购
买意愿。

“大多数体验了互联网保险
的用户表示会继续使用，少部分
没有续保意愿。”蓝皮书解释，不
续保的首要原因是购买之后没有
出险，用户对于线上保险价值体
验不足，其次是保障范围不合理、
理赔体验不好。

蓝皮书认为，将渠道转化至
线上，并不意味着服务的减少和
体验不重要，缺少了代理人环节
后，关注用户体验，增加和用户的
互动，提升价值对于互联网保险
公司更为重要。一个理想的保险
科技公司需要满足三个因素：第
一，智能化的理赔，这是大家最关
注的；第二，购买保险时安全，支
付安全；第三，实力雄厚，赔付能
力强。这些是用户的期望，也是保
险科技发展中应给予重视的。

（来源：中金在线）

2019年还剩最后一个月，私募
基金最近调仓换股动作较多。最新
数据显示，股票策略私募基金的平
均仓位为 67.04%，较上月略微上
升。据记者了解，不少私募看好明
年春季结构性行情，现在更着眼于
布局明年，看好无线耳机、新兴消
费、自主可控、创新药等细分领域。
但也有私募对当前市场偏谨慎，将
仓位降至中性，保持灵活性。

私募年底仓位略有回升

12月2日，私募排排网公布了最
新的私募基金仓位数据，目前股票策
略私募基金平均仓位为 67.04%，相
比上个月同期的 66.55%，略微上涨
0.49个百分点，已连续两个月上升。
其中，15.17%的私募目前处于满仓
状态，相较上个月的 11.07%，增长
4.10个百分点；76.30%在半仓或者半
仓以上，相较上个月的79.39%，下降
3.09个百分点。

据记者了解，不少私募在今年
的结构性行情中取得了不错收益，
现阶段进攻意愿并不强，而是在进
行调仓换股，着手布局明年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年末市场可能
呈现存量资金博弈的情况，更多机
构会积极进行明年布局。他们对明
年市场比较乐观，因为市场的一些
负面因素已经被消化。同时，市场
也有一些正面因素，世界经济在企
稳，对于中国来说，出口层面或存在
超预期的可能性。

目前仓位偏中性，进可攻退可
守。专家主要看好科技和消费领域，
且有清晰的判断逻辑。科技方面追
求确定性，例如无线蓝牙耳机，这是
未来两三年确定性很强的机会，因为
苹果引领蓝牙耳机产品的创新，安卓
阵营也开始跟进，其市场份额将非常
大，爆发可能从明年开始，会持续较
长时间。同时，消费方面看好新兴消
费，而不是传统的消费领域。新兴消

费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新新人群独
有，二是新兴的渠道，三是创新的产
品，可以在市场中找到不少标的。

北京一家中型私募合伙人也表
示，今年最后一个月，市场向上和向
下的空间都不是很大，可以选择忽
略指数，看好明年春季结构性机会，
抓紧“冬播”。“我们看好成长科技方
向，主要是自主可控，比如计算机的
软硬件、国产替代的机会。因为这
是未来发展大趋势，国产替代的市
场份额比较大、空间很大。同时，还
看好消费电子、医药，虽然医药今年
涨得多，但看好一些创新药，如受益
于医保目录的品种。此外，也有几
个龙头地产股，估值不高。”

部分私募选择落袋为安

记者了解到，部分私募现阶段
选择降低仓位，落袋为安。

北京一家小型私募投资总监说：
“当前仓位不是很高，降至五成左右，

因为经济基本面、相关数据表现都不
太好，而且今年食品饮料等板块涨幅
大，年底可能会有一波调仓，可能把
大盘带下去。我们今年抓住了养殖、
券商、计算机、消费电子等行情，产品
有40%左右的收益，现在降低仓位希
望能一定程度上锁定收益。”

一位私募业内人士称，私募追
求绝对收益，现在有落袋为安、锁定
收益的考虑。“如果客户那边有需
求，私募愿意先去保住收益，明年再
来。就我接触的情况看，现在想要
去博弈年底行情的机构比较少，因
为年底市场也不太可能有太多新增
资金进来。年底更多私募可能进行
调仓，为明年做准备。”

专家表示，A股今年是结构性
牛市，年末在没有外界积极变量的
指引下，获利了结的机构明显偏多，
因为年内市场整体机会有限，主要
基于明年逐步布局看好的方向。

（来源：凤凰网）

条件、环境都不错的老年公寓，
办理会员并交纳数额不等的入住预
订金，就能享受优先优惠入住，还能
领取高额回报。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呢？

近年来，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
涉众型犯罪高发频发，新增风险陆
续显现，一些标榜“高额回报、快速
致富”等养老领域投资项目的骗局
让不少老年人辛苦积攒的养老金血
本无归。

非法集资“盯上”老人养老金

“我去年在街上被人拉去参观
一家养老公寓。了解之后，觉得这
个公寓条件不错，服务很好，办理会
员能预定床位，入住了能打折，每年
还能拿11%的利息。”72岁的张爷爷
把自己多年攒下来的42万元钱投了
进去，还想着到时能住进养老公
寓。直到今年7月，他才发现自己投
入的钱已经拿不回来了，养老机构、
办公楼也是人去楼空。

据了解，自2017年以来，养老理
财、养老产品销售、网络借贷、投资
理财等领域已成为非法集资“重灾
区”，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内容广，表
现形式多样，在严重损害广大群众
利益的同时，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对
国家金融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

记者了解到，不少涉嫌非法集

资的养老机构只在相关部门登记取
得了营业执照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并未在民政部门办理养老
机构设立许可证，属于无证经营，按
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收
住老人”。但这类机构却以“预定养
老床位”名义，多年来收取会员数额
不等的入住预订金，并承诺高额回
报、享受优先优惠入住，涉嫌开展非
法集资活动。

谨防“养老”变“坑老”

“涉嫌非法集资的养老机构派
专人上街给老人发传单、进社区送
礼物、专车接送老人去现场参观，而
且都是以私下签合同的形式进行，
形式越来越隐蔽。刚办理会员的老
人都能顺利拿到返利，但一旦资金
链断裂，问题爆发出来，受害者规模
就已经很庞大了。”长沙市民政局一
位负责人介绍。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长沙的养
老机构没有一家拥有吸收公众资金
的许可证，所谓的办理会员还能返
还利息的“诱惑”基本都是骗局。

目前频频“爆雷”的养老领域涉
嫌非法集资有以下几种“套路”：一
是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吸收资
金。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力招揽会
员，或者承诺还本付息，以办理“贵
宾卡”“会员卡”“预付卡”等名义，向

会员收取高额会员费、保证金等；二
是以投资“养老项目”名义吸收资
金，打着投资、加盟、入股养生养老
基地、老年公寓等项目名义，承诺高
额回报，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三是以
销售“养老公寓”名义吸收资金；四
是以销售“老年产品”等名义吸收资
金。

养老机构规范运营亟待加强监管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全
国各地养老中心大量出现。但由于
监管法规还不够完善，养老市场还
不够成熟，一些不良企业趁机‘钻空
子’，养老领域已成非法集资、诈骗

案件的新领域。”中南大学社会学教
授李斌指出，老人的特殊身份以及
未来养老难题值得重视。

受访专家认为，养老领域非法
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犯罪近年高发
频发，新增风险陆续显现。相关部
门可在监管、打击、宣传、扶持上落
实四个“加强”，推进部门间协同、长
效管理。

民政部门提醒，老年人选择养
老机构入住时，应查看相关证件并
按规定签订养老服务协议，未在市、
县(市)民政局登记的养老机构，不要
入住，更不要投资。

（来源：中金在线）

私募仓位略有回升

看好春季行情抓紧“冬播”

养老领域频现“非法集资”
如何守护好老人的钱袋子？

调查显示：80、90后是
消费信贷的主要客户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