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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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理财

新一轮的指数样本调整情
况出炉。

12月2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宣布调
整上证 50、上证 180、上证
380、上证红利等指数的样本
股，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同时宣
布调整沪深 300、中证 100、
中证500、中证红利、中证香
港100等指数样本股，本次调
整将于12月 16日正式生效。
从调整情况来看，沪深300调
升了信息技术行业权重，次新
股红塔证券，机构重仓股立讯
精密、隆基股份、爱尔眼科、上
海机场等多家公司被纳入多只
指数。而三六零、宝钢集团、东
方园林等多只个股被调出。

据Wind数据，当前跟踪
上 证 50、 沪 深 300、 中 证
500、上证180等核心指数的
被动指数基金规模合计超
4000亿元。此次指数基金的
样本股调整将影响4000多亿
元资金的配置。

在这次样本调整中，上证

50指数更换4只股票，上海机
场、山东黄金、隆基股份、红
塔证券进入指数，宝钢股份、
上海银行、南方航空、中国交
建被调出指数。

根据Wind数据估算，跟
踪上证50指数的相关指数基
金与指数增强基金规模达到
700亿元体量。

上证 180指数更换 18只
股票，恒力石化、上海临港等
股票进入指数，三六零、养元
饮品等股票被调出指数。

Wind数据显示，跟踪上
证180的指数基金有超过200
亿元规模。

沪深300指数更换 16只
股票，中公教育、晨光文具等
股票进入指数，光线传媒、东
方园林等被调出指数。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提
供的资料，本次沪深300指数
的调整中，金融地产、信息技
术行业股票数量净增加最多，
金融地产行业调入4只股票，
调出1只，但行业权重基本持

平，信息技术行业调入4只股
票，调出2只，行业权重上升
约0.25%；工业和原材料行业
股票数量分别净减少3只和2
只，行业权重分别下降0.22%
和0.10%；此外，本次调整有
3只创业板股票被调出，调入
1只，最新一期沪深300指数
样本股中创业板股票数量为
17只，权重合计约为4.52%。

根据Wind数据估算，跟
踪沪深300的指数基金及指数
增强基金规模大约在2300亿
元体量附近。

中证500指数更换 50只
股票，招商港口、中国船舶等
股票进入指数，韦尔股份、步
步高等被调出指数。

根据Wind数据估算，跟
踪中证500的指数基金及指数
增强基金的规模大约在1100
亿元体量附近。

调入主流指数对于个股显
然属于利好。从这次调整的标
的来看，不少机构重仓股被调
入指数。从总体来看，市场对

于此次指数样本股调整的反应
较为平稳，个股大多继续保持
各自不同的走势。

有一些个股被调出一些指
数又被调入另一些指数。金融
街、东华软件、利亚德、光启
技术、小商品城、光线传媒、
物产中大等公司被调出了沪深
300指数，被调入了中证500
指数。深南电路则被调出了中
证500而选入了沪深300。

此外，亿纬锂能、华测检
测、泰格医药、金证股份等机
构关注度较高的个股也被调入
中证500。值得一提的是，东
方通信、重庆啤酒等热门而又
不乏争议的公司也被调入中证
500。一些业绩存在问题的公
司则被调出中证500，恺英网
络、ST安通被调出中证500。

除了前述主流指数之外，
还有多个指数调整了样本股。

总体来看，此次样本股调
整后，上证50和上证180指
数对沪市的总市值覆盖率分别
为 48.76%和 69.93%，沪深

300和中证500指数对沪深市
场的总市值覆盖率分别为
58.95%和14.83%，这些数据
与前次调整后差别不大。

从分红指标来看，核心指
数样本股仍是市场中最主要的
分红群体，过去一年上证50
和上证180指数样本股的现金
分红总额为4561亿元和6121
亿 元 ， 占 沪 市 59.44% 和
79.77%，占比均较前次调整
后出现小幅下降。沪深300指
数样本股的现金分红总额为
7513 亿 元 ， 占 沪 深 市 场
73.68%，占比与前次调整后
差别不大。

调整完成后，在几大主要
指数中，上证50的估值水平
依然最低。

据介绍，从估值来看，按
照11月28日收盘价计算，调
整后的沪深300和中证500指
数滚动市盈率分别为12.7倍和
19.2 倍，上证 50和上证 180
指数滚动市盈率分别为10.3倍
和11.1倍。 （综合）

4000亿元指数样本大调整来了
相关个股将受益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为
了建设新时代体育强省，江苏
省体育局消费券项目全面开启
啦。

普通体育消费券500元、冰
雪项目消费券1000元，每人最
高可领取补贴1500元。大家可
以通过办理中国银行长城江苏全
民健身卡来获得补贴哦。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3
月，连续4个月，每月1日和10
日上午10∶00开始抢券，数量
有限，先到先得。持卡人下载云
闪付APP，在“首页”—“卡
管理”中添加“长城江苏全民健
身卡”，可领取“满100元减50
元”普通消费券和“满200元减
100元”冰雪项目消费券。

办中行长城江苏全民健身卡
乐享补贴畅快运动

本报讯 11月27日，“2019
中信银行特殊资产推介会”在中
信银行总行召开。本次推介会以

“重塑价值 合作共赢”为主题，中
信集团公司、中信资产公司，国内
知名房地产企业、资产管理公司、
市场活跃投资机构、外资投资机
构、资产交易机构等40余家机构
近百人齐聚北京，分享特殊资产
经营新趋势、新变化，探索特殊资
产经营新平台、新价值，探讨未来
合作共赢新模式、新发展。

会上，中信银行向参会嘉宾
介绍了特殊资产经营管理的思
路、做法和合作方向。一方面以
优质资产为基础，内外部客户为
依托，金融资产交易所等多种渠
道为媒介，将资产、客户、渠道
等有机联系，实现精准对接，通

过直接投资、联合开发或委托经
营等多种不同的合作方式，最大
限度挖掘潜在价值，共享增值收
益。另一方面，在为社会各界提
供更优资产和更多投资机会与服
务的同时，通过丰富多彩的合作
形式满足客户实际业务需求，并
提供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努
力践行服务实体经济，不断开创
各方合作发展新局面。来自中国
海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资
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等国内知名机
构的行业领军人物就当前特殊资
产发展形势、行业现状、市场政
策、未来发展趋势等内容和与会
人士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信银行在此次推介会上推
出了13家分行32项地理位置优
越、投资价值较高的商业地产资
源，多为长三角、珠三角等资产
交易活跃地区的一线城市资产，
引发参会嘉宾的广泛关注。

（小中）

中信银行举办特殊资产推介会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即
日起至12月28日，农行信用
卡（准贷记卡、商务卡、EMV
卡除外）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信用卡-乐享周六专区，

选择“必胜客100元购买150
元代金券”，可以100元购买
150元必胜客代金券。

代金券可在有效期内每周
四、周五、周六于必胜客活动

门店使用，凭券可抵150元，
剩余金额需用农行信用卡支
付。每月限量2万张，每位客
户每月限购买一次，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

刷农行卡惠享必胜客
100元购150元代金券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优
惠满满的苏州农行吃货狂欢月来
啦！12月1日至12月31日，苏
州超500家商户供您选择。用券
时间最长1个月，三档返现，任
您狂享。

活动期间，苏州农行62银
联信用卡客户扫码进入“农业银
行信用卡”微信小程序，在“优
惠”页面中查找领取“喜迎
2020吃货狂欢节”活动刷卡金
券，并在券有效期内在农行指定
商户POS机具上刷卡或农行掌

银扫码付实际单笔支付满额即可
享受返现，返现共分三档：满
30 元返 18 元、满 100 元返 38
元、满300元返68元。

每位客户每档活动限领1张
刷卡金券，刷卡金券数量有限，先
领先得，领完即止。刷卡金券有效
期为领取之日起至活动结束。

参与活动的吴江地区商户包
括新梅华吴江吾悦广场店及新湖
店、德庄火锅、同里湖大饭店
（餐厅）、东港渔村、同里湖度假
村等。

苏州农行吃货狂欢月开启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想走出国门看一看？建行为你
准备了出国签证、境外返现等
多重优惠。

即日起至12月31日，建
行优质客户办理出境旅游签
证，在指定合作机构使用龙支
付完成支付，即可享受满额立
减优惠，最高立减300元/人。

活动期间，日本单次（极简
材料）签证199元，日本三年多
次签证549元。日本单次签证
材料极简，仅需护照、照片、申

请表，方便省心。日本三年多次
签证材料简便，不限目的地，出
签快速。日本签证限受理江浙
沪皖赣地区户籍客户。

南半球地区，澳大利亚（一
年多次）签证700元/人，新西
兰（最长五年多次）签证1150
元/人，澳大利亚+新西兰（夫
妻+未成年儿童）签证 3800
元/一家三口。要知道，澳大利
亚光是签证费就要730元/人，
现在，有人服务比自己办还便
宜。一家三口办理两国签证，只

要3800元，简直太省心了。
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龙

卡信用卡境外8%返现！即日
起至12月31日，通过建行手
机银行APP成功报名且符合
参与资格要求的，使用指定龙
卡信用卡，可享受境外线下消
费金额8%返现。每位持卡人活
动期间返现封顶金额为：银联
通道等值450元人民币，VISA
通道等值66美元，万事达通道
等值66美元。各卡组织通道分
别计算返现金额和名额。

建行送你出境省钱攻略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12 月到了，除了年终总结，
浦发银行携手云闪付带来年终
疯狂红包雨等您查收。

12月1日至31日，浦发

银行62开头借记卡通过云闪
付APP成功完成一笔任意银
行信用卡还款交易，即可参与
瓜分100万元银联红包，人人
有份。

活动期间，同一用户单笔
还款金额不低于1000元，次
月更可获得10元银联红包，
限量3万份，先到先得。以上
两个红包可兼得。

浦发百万红包雨来袭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记
者从中石化吴江第一加油站获
悉，受国际原油价格近期小幅上
涨影响，汽柴油价格今天零点迎
来小幅上调。

本次调整，92 号车用汽
油、95号车用汽油、98号车用

汽油价格均上调0.05元/升，现
价分别为 6.78 元/升、7.21 元/
升、8.09元/升，0号车用柴油
价格上调 0.04 元/升，现价为
6.40元/升。此次调价后，以一
箱汽油50升计算，加满一箱92
号汽油要多花2.5元。

汽柴油价格今晨小涨
92号汽油每升上调5分

本报讯 （融媒记者徐驰）
11月至12月期间，近90天内首
次开立浦发银行账户的浦发新客
户，可领取免费福利。

活动期间，近90天内首次开
立浦发银行账户的浦发新客户，无
论是信用卡客户还是借记卡客户，
均可在以下福利中选择一份领取：

鲜丰水果20元优惠券（满50元可
用），汉堡王35元优惠券（指定套
餐满36元可用），本来生活50元
优惠券（满100元可用）。领取路径
为：浦惠到家APP首页-热门活
动-新客福利专区。用户领券后可
凭券购买指定商品。同一用户只能
参加一次新客活动。

浦惠到家新客专区上线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即
日起至2020年2月11日，首次
在Huawei Pay上绑定中国银行
62开头银联借记卡的客户，绑
定完成后可参加华为钱包中的话

费或流量充值满减活动。
满减规则为满 50 元减 10

元。活动总名额3.5万个，先到
先得，用完即止。单卡单设备活
动期间最多享受一次立减优惠。

Huawei Pay首次绑定中行卡
充话费满50元立减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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