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手 累计收益 仓位
汪×× 14.71%� � 100%
贾×× 13.22%� � 97%
时×× 12.54%� � 0
宋×× 11.9%� � � 0
常×× 10%� � � 100%

实盘赛选手战绩

以上数据由长江证券南阳营业部提供

邮储银行
多举措促发展

邮储银行镇平县支行高度重视平台建设， 积极与
劳动局、工商局、工商联等单位进行联系，搭建高效政
银合作平台，有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一是深入开展“进企业、进市场、进农村”活动，针对
企业和农村的不同特点，开展针对性营销。 二是与县劳
动局联合开展“创业工程”，重点为失业人员、退役军人、
大中专毕业生、残疾人、回乡创业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等
六类人员提供再就业小额贷款支持。 三是积极争取行业
优惠政策，扩大授信群体，不断提高对地方经济的支持
力度。 ⑩7 （杨 娜）

中信银行
提醒市民保护个人信息

近期，中信银行发出预警信息，首先提醒广大客户注
意保护个人信息，在办理银行卡、开通网银和金融短信通
等业务时应预留本人手机号；不要将用户名、电子银行登
录密码、账户密码、手机接收的验证码等信息透露给他人；
同时，建议开通动账短信提醒业务，对异常状态提高警惕。

该行提醒客户，避免在网吧、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使用
公用电脑操作网上银行， 不要使用他人手机登录手机银
行、微信银行等，不要随意点击或下载陌生人发来的任何
链接或文件。 另外，加强防范电信诈骗，做到陌生电话不
回拨、莫名中奖信息不贪心，与钱有关的电话短信要警惕；
若发现账户资金被盗，请客户及时拨打银行客服热线进行
账户冻结，减少资金损失。 ⑩7 （海亚骞）

中原银行
信贷投放逆势增长

至 4月底，中原银行南阳分行信贷投放逆势增长，各
项贷款达到 120 亿元，较年初新增近 20 亿元，贷款增量
占全市信贷增长的 26.4%，居全市各金融机构前列。

该行把握支持重点，围绕供给侧改革、全市重点项目
等重点、热点，坚持早行动、早部署、早投放、早受益。 今年
以来，成功落地 PPP项目 4个，累计发放贷款 5900万元；
其次，该行落实普惠金融，大力推进“绿色家园”建设，服务
居民百姓。 前 4个月，个人经营类贷款 2.27亿元，充分体
现了市民银行、财富管理银行、中小企业首选银行的办行
宗旨。 ⑩7 （朱明杰 潘 毅）

沪指周线“六连跌”！ 5 月 27
日， 沪指仍然疲弱， 最终微跌幅
0.05%。 当周， 沪指周 K 线微跌
0.16%，由此出现了尴尬的周线“六
连跌”，创下了 2012年 7月以来的
最长周连跌记录。

“金山基金·长江证券杯” 南阳
投资大赛接近尾声。 连续两周未能
跻身前五的汪某， 以累计收益
14.71%的战绩，夺得冠军，成为本
轮的大“黑马”。

成交量屡创新低
沪指目前在 2800 点至 2850

点之间横盘运行已经达到 14 个
交易日， 不仅沪指成交量屡创新
低，两市换手率也降至两年新低，
市场已到达心理能够承受的最低
区间范围。

不管 A 股如何表现，沪股通
资金却是不离不弃， 上周五沪股
通尾盘再现大幅净流入，5 分钟
流入超 5 亿资金。 截至 A 股收
市， 沪股通 27 日剩余额度为
118.51 亿元，占比 91%，净流入
11.49 亿元。 截至上周五，沪股通
已经连续 10 个交易日净流入，共
计 61.16 亿元沪股通资金抄底 A
股。

此外，5 月 26 日， 中国海外
市场最大直接投资中国 A 股市

场 ETF———南方富时中国 A50�
ETF录得 5000 万股净申购，约 6
亿元人民币资金净流入。

“黑马”逆袭夺冠
“金山基金·长江证券杯”南

阳投资大赛将于 5 月 31 日鸣金
收兵。连续两周未能跻身前五的
汪某， 以累计收益 14.71%的战
绩，暂居冠军，成为本轮的大“黑
马”。 据长江证券南阳营业部提
供的数据显示，此前，汪某曾 7
次 跻 身 前 五 ， 最 高 收 益 为
18.1%。

从持仓情况看， 本轮排名前
五的选手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
三名选手满仓做多， 两名选手空
仓等待。

长江证券南阳营业部认为，

目前，沪市成交量下滑明显。 上证
综指的交易量上周三萎缩至
1180亿元，创下 2014 年 10 月来
新低，远远低于去年 6月 1.3万亿
元的水平。 两市换手率则降至两
年的新低， 较去年的高位暴降
80%。 本周，投资者仍要以快进快
出为宜； 只有当放量上涨得到确
立，才能中线持股。 ⑩7

(据此投资，风险自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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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基金·长江证券杯”南阳投资大赛扫描

沪指“跌跌跌” 沪股通“买买买”
连续两周未能跻身前五的汪某暂时夺冠

本版热线：18623776688

□本报记者 聂 权 通讯员 薛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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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普

国寿支持“宛马”2.55 亿元保险
本报讯（记者温 宪 通讯员

祁晓松）5 月 29 日，2016 年南阳
市全民健身大会健康跑暨南阳首
届马拉松摄影作品颁奖典礼举行。
中国人寿区域收展部为本次大赛
提供 2.55亿元的保险支持。

据悉，被网友称为“宛马”的
南阳首届马拉松于 5 月 8 日完
赛。 本次大赛由南阳市政府主办，
市体育局承办， 市长跑运动协会
协办。 市长跑运动协会联合中国
人寿在微信公众号“南阳眼色”上

发起“‘宛马’奔腾 精彩有你”的
有奖摄影征集活动。 本次征集活
动收到社会各界精彩图片 300 余
张，经过 20 余天的无记名投票评
选， 最终，12 幅作品被评为优秀
作品。 ⑩7

腰椎颈椎病
糊药拔脊，专治腰

椎间盘突出、 颈椎病、
膝关节病。 地址：南阳
市伏牛路与雪枫路交
叉口（清真寺）西隔壁
王氏养骨堂（二十路公
交车新国道站下车）

电话：62255569

土地出租出售
光武路与北京路口

向东 200米路南空地 10
亩出租，适合厂房、仓储、
物流、4S店等。

电话：63389999

收购二手车 免费评估
电话：18898188888

清风联盟公司
婚外恋依法调查，律

师团合作。 国内追债、民
事商业、资产存款、特殊
寻人等调查。民事刑事难
案高层法学专家特办。新
华城市广场 14 小西 30
米路南抬头即见 3 楼 3
室。15年国内零投诉。多
处冒充，请看清地址公司
全天接待。

电 话 ：13037639311�
18638971558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baoqihui
网址：www.nyqfswdc.com

仓库出租
宛城区溧河乡袁老

家 5000平方米。
联 系 电 话 ：

15838455730

寻人启事
王涛，男，现年 36

岁，国字脸，有精神病
史，南阳市卧龙区谢庄
乡王营村谭庄组人。

2011 年 5 月份王涛
骑钱江牌摩托车去宛
城区金华镇建筑工地
务工，20 多天后与家里
失去联系，自此下落不
明。

望知情者， 尤其是
在 2011 年 5 月曾在金
华镇同一工地打工的
工友同志们，如有知道
王涛下落者请与本人
联系。
联系人：暴飞

13837759580��
66136110

南阳电视台无线机顶盒
感恩五月，惠动全

城，强势回馈！ 298含
1年送 3 月，398 含 2
年多送半年！ 信号强
不拉线可移动，市省
央视 52 个节目，年费
156元。 预存 1599送
32寸液晶电视（含 5年
半），2199元送 42寸
（含 4年半）。 咨询有精
美礼品相送！ 服务热
线：15236089888�
66769999

河南鸿源供水设备
新设备销售安装，旧

设备升级、改造、维修。
电话：17737768371

13837792037 王

寻找合作
招专科专病合作。

电话：13333770123

蓝鹰婚姻调查
www.lanmingqi.cn
电话：13903778014

承包土石方、租赁挖机
电话 ：13838993696

林先生

寻找合作伙伴
我 公司在社旗县

有商住地 132 亩，手续
齐全，愿找开发商或建
筑商进行合作开发，
有 意 请 与 我 公司联
系 13838976085

芬丝尼招商
美容护肤品 。 电

话、微信：15893391078

写字楼出租
南阳五交化大厦

有整层（900 平方米，
精装修）或部分房屋对
外出租。

联 系 电 话 ：
15537730121

营运大巴转让
南阳至重庆卧铺大

巴转让，非诚勿扰。
联 系 电 话 ：

13838778109

转 让
人民路北段有大型

会所 3000 平方米，急
转。
电话：18736588395

梅溪曹律师
电话：13838727689

� � 敬告： 使用本报分类
信息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
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
法律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