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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宗芸）日前，
吴江农商银行北厍支行收到一封
来自客户严阿姨全家的感谢信，
感谢支行热情周到的服务，尽职
尽责，为老年人排忧解难。

一天中午，北厍支行营业厅
里来了位中年客户，她是严阿姨
的女儿。她愁容满面，眼泪在眼
眶里不停打转，焦急地四处张
望。大堂助理小朱第一时间注意
到了她，主动上前询问。这位客
户一把抓住小朱的手，说：“我
母亲家中失窃，存折、存单、现
金全不见了，不知该怎么办？”
此时，正值柜员陈大姐中午交接
班，她听说老人的遭遇后，顾不
上吃饭，主动留下帮忙。她仔细

查询了老人的每一笔存款，同时
作了挂失处理，并安慰道：“您
不用着急，我们已经做了挂失处
理，但是要补存单，必须本人前
来。”该客户表示，她母亲就住
在附近，但行动不方便，一会才
能赶到。待老人严阿姨到后，在
柜员小张和员工陆师傅的协助
下，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办理，
终于帮老人补齐了所有丢失的存
单和存折。严阿姨非常感谢北厍
支行，让自己的存款失而复得。

据统计，每年像这样的好人好
事，在北厍支行就有10多件。正是
这样一个个生动真实的事例，更好
地树立了吴江农商银行良好的品
牌形象，赢得了百姓的信赖。

吴江农商银行北厍支行
热情服务被点赞

巴菲特投资的巨大成
功，让价值投资几乎成为所
有主流的投资者都向往的方
向。在这之中，美国喜马拉
雅资本，是真正的价值投资
理念践行者之一，目前管理
65亿美元资产。

在中国，适合做价值投
资吗？有人认为不适合，因为
中国市场的波动太大。10月
9日下午，参与管理芒格家
族财富的喜马拉雅资本执行
董事兼首席运营官常劲来到
诺亚财富总部，与众多价值
投资践行者一起，分享了对
价值投资的认识。

常劲发表了《回归投资
的本质》 主题演讲。他认
为，价值投资就是深度研究
公司的质量，它和股价没有
太大的关系。价值投资就是
以足够低的价格买入在自己
能力范围内的公司的股票，
长期持有，通过公司本身内

生价值的增长，以及其价格
对价值的回归来取得长期良
好、可靠的回报。

作为一个证券投资者，
你可以一直观察各种企业的
证券价格。绝大多数时候，你
什么都不用做，只需愉快地
旁观。每隔一段时间，你将会
发现一个速度很慢、线路又
直，而且正好落在你最舒服
的击球区域的“好球”。这就
是你全力出击的时机。

在接下来的圆桌对话环
节中，常劲与鼎锋资产董事
长张高、歌斐资产公开市场
FOF董事总经理宁冬莉对
在中国进行价值投资发表了
自己的见解。

常劲认为，在价值投资
的过程中，并不需要时刻去
做决定，而可以等待。我们
一般找好公司，然后等待机
会的出现。

张高认为，在中国做价
值投资是可行的但要驾驭剧
烈波动。中国股市在过去
25年提供的年复合回报在
15%—20%之间，因此，在
中国的价值投资是有很大机
会的。但是为什么大多数的
投资在过去25年很难获得

长期持续的回报呢？是因为中
国股市的波动可能是全球最大
的，每年有3—5次的波动率
达到 20%—30%，即使专业
的投资者也很难驾驭剧烈的波
动。

宁冬莉认为，价值投资在
中国机会多，难度也大。首先，
认识自己的能力就是无比困难
的事情，大部分人是很难认识
到并且积极拓展自己的能力范
围。其次，好的价格，就是安
全边际，看似简单的估值模型，
其实非常难。最后就是集中持
有，一定是在深度理解的基础
上才能集中持有。价值投资看
上去不难，其实要做好需要无
比的能力，在中国做价值投资
的人特别少，因为很多人都还
不具备这个能力。 （小诺）

美国喜马拉雅资本走进诺亚：

在中国不能做价值投资？那是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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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易季娟）
想拥有一部 iPhone8 手机
吗？其实，买iPhone8也没
那么难，在工行的融e购上
分期支付就好了，可享12
期分期免息。

据介绍，即日起，使
用工银信用卡在融 e购分
期 购 买 iPhone8/8Plus，

可享三重好礼。第一重：
在融 e购享苹果官网同价
购机，与官网同步发货；
第二重：享 12 期分期免
息，每期低至 490 元；第
三重：限时返现，最高可
返3994元，相当于半价购
机哦。

返现活动的具体流程如

下：现在开始至10月22日，
在融e购商城使用工银信用卡
分 期 付 款 购 买 iPhone8 和
8Plus手机的客户即可参加抽
奖，返现金额为手机价格的
50%（最高3994元），每日中
奖人数限1人。中奖客户将会
于成功购机7日内收到工行通
知短信。

在融e购买iPhone8有三重好礼

本报讯（记者潘赟）中国银
行手机银行的粉丝们有福啦！在
今年最后的三个月中，可谓月月
有惊喜哦。

10月1日至12月31日，中
行手机银行客户当月登录手机银
行进行1笔100元人民币（含）
以上的动账交易（关联账户转账
除外），即可参与“月享粉丝
奖”抽奖活动，有机会赢取1G
手机流量、iPad、智能手机等丰
厚礼品。

活动期间，中行手机银行客
户连续3个月、每月登录中行手
机银行进行 1笔 100 元人民币

（含）以上的动账交易（关联账
户转账除外），除可参与每月

“月享粉丝奖”抽奖外，还可参
与“超级粉丝奖”抽奖，有机会
赢取小米电子产品及华为智能手
机大奖。

活动期间，中行信用卡客户
当月通过手机银行进行1笔100
元人民币（含）以上的信用卡还
款交易（限本人手机银行关联信
用卡），即有机会赢取2万营销
活动积分礼品。活动期间，每期
送出10万份、每份2万营销活
动积分礼品，先到先得，赠完即
止。

中行手机银行粉丝月月有惊喜

本报讯（记者潘赟）告诉大
家一个好消息，10月份招行金
生利2代首次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啦！10月 16日—10月 20
日，招行金生利2代再度开放，
除了网银端的购买方式，您还可
以打开手机动动手指轻松购买，
购买和提取流程更简单。

国庆中秋双节会师，虽然为
我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8天超级
黄金周，但是对钱包的杀伤力也
是相当大的，更可怕的是，“双
十一剁手节”又将如约而至。然
而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但是我们
要学会投资理财，让资产保值增
值，形成理财与消费的良性循
环。黄金是对抗通胀、资产保值
的首选产品，而且持有时间越长
越能体现价值。

招行金生利2代是不可多得
的黄金产品，购买它就享受2%

的利息，即购买100克黄金，一
年后到期可提102克。招行金生
利2代还有更多优势：选择更
多，产品到期可提货、可保管、
可变现、可转黄金账户；费用更
低，变现成本更低，按实时金价
变现，不用支付回购费 （2—4
元/克）；免费保管，不提货可免
费存放银行，安全放心，还不用
支付保管费。

购买流程也很简单。只要登
录招行手机APP，在首页点击
全部；在最近使用/理财板块，
点击黄金；进入黄金页面，点击
实物金栏目；在实物金栏目，寻
找需要购买的金生利2代（也可
以直接搜索“金生利”）；进入
金生利2代产品页面，点击立即
购买；选择领取分行，填写推荐
人（可选），点击同意协议并下
单，根据提示操作即可。

买招行金生利得利息
10月上线招行手机APP啦

财通证券 12 日以每股
11.38元的发行价进行网上网
下申购，此次首发规模3.59
亿股，预计募资规模40.85亿
元。这是A股今年以来募资
规模最大的新股。

财通证券近年已崛起为全
国性中型券商，凭借对旗下优
势及特色子公司的强力整合，
系统协同效果明显。如今，财
通证券正逐渐实施集团化发展
战略，形成综合金融服务链
条。

预计募资40.85亿元

成立于1993年的财通证
券，控股股东是浙江省直属国

企浙江金控，近年来依托浙江
独特的区域优势和市场优势，
从一家区域性券商发展成为一
家具备竞争力的全国性中型券
商。

据Wind统计，按招股日
期计算的话，截至 10 月 10
日，今年共有 338 只新股发
行，其中募资规模最大的当属
金融股。

今年5月浙商证券IPO募
资总额28.17亿元；其次是苏
垦农发募资24.23亿元；欧派
家居募资20.79亿元。如今，
财通证券按发行 3.59 亿股、
每股11.38元计算，预计募资
规模将达40.85亿元，再创今
年以来A股的新股募资纪录。

据了解，本次财通证券发

行总股数3.59亿股，网上发
行 1.07 亿股，发行市盈率
22.98倍，申购简称为“财通
申购”，申购代码为780108，
申购价格为每股11.38元。

根据发行计划，财通证券
此次公开发行的网上申购情况
和中签率将在 10 月 13 日公
布，中签结果将在10月16日
公布。

招股书披露，财通证券此
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资本
金，重点用于扩大资本中介型
业务，适度扩展资本投资型业
务，巩固传统型业务，培育其
他创新型业务，增加对外投资
规模，加强中后台系统建设，
并承诺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的现
金分红不少于该三个会计年度

实现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强力整合子公司优势

证券行业近年竞争加剧，
中小券商中不乏弯道超车或强
势突围者。财通证券可算其
一。

为摆脱同质化竞争，实现
特色化经营，财通证券不断改
善业务结构及盈利结构，主要
做法之一就是整合子公司优势
资源。

财通证券旗下的财通证券
资管、财通基金、永安期货、
财通（香港）、财通资本、财
通创新等多家参控股子公司都
各有特色，协同效果明显。

其中，永安期货综合优势明
显，多年来稳居期货行业龙头；
财通基金在定增业务、期货资管
业务等领域具备特色，持续领跑
行业；财通证券资管的主动管理
业务突出，债券、结构融资等产
品表现具有良好市场口碑。经过
多年发展，财通证券已凭借全业
务领域的积极布局和集团化经营
发展，成为包括证券、基金、资
管、期货、投行、跨境、投资等
在内的综合性金融控股平台。

数据显示，财通证券 2014
年、2015年、2016年分别实现
营业收入45.02亿元、102.41亿
元、42.56亿元，利润总额分别为
13.00 亿元、42.10 亿元、21.48
亿元。

（综合）

财通证券今日申购
成今年来A股募资规模最大新股

如若号码有误，兑奖号码以投注点公布的为准。理性投注 量力而行

十年前的10月9日，美国标
普500指数创下金融危机前的最高
点。十年过去了，全球哪些资产涨
得最多，又有哪些跌得最惨？

德意志银行分析师Jim Reid
对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进行了总结。
按照美元计价，标普500指数以
102%的涨幅当之无愧稳坐冠军宝
座；美国高收益企业债紧随其后，
这十年中涨了85%。在涨幅前8名
中，固守产品占了6席。黄金涨幅
则位居第五，达74%。

日经 225 指数十年涨幅已达
50.4%，香港恒生指数涨幅也有
41.6%。

这十年中，总归几家欢喜几家

愁。虽然美国股市和债市已经恢复
元气，但是在欧洲和不少新兴市场
国家，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留
下了很深的伤痕。

以美元计价，希腊股指以
85%的跌幅领跑跌幅榜，道琼斯欧
洲斯托克600银行股紧随其后，十
年之中市值缩水54.1%，小麦期货
下跌48.3%，路透商品研究局指数
（CRBI）下跌44.5%。此外，这十
年 里 美 国 WTI 原 油 价 格 下 挫
38.4%，英镑下跌35.5%。

新兴市场中，以美元计价，巴
西股市十年中下跌了33%，俄罗
斯股市下跌了30.3%。

（综合）

金融危机十年来

哪类资产才是最大赢家？

彩种

超级大乐透

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17119

17277

17277

中奖号码

5，7，13，
29，35+3，8

0，7，6

0，7，6，0，3

彩种

3D

15选5

七乐彩

东方6+1

开奖期号

2017277

2017277

2017119

2017119

中奖号码

5，5，7

5，11，13，14，15

7，9，12，19，26，
27，29+25

5，0，3，5，4，5+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