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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记者获悉，2月6日银行

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推

出上海自贸区铜溢价掉期中央对手

清算业务。同日，中国银行与铜陵有

色下属子公司———上海铜冠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合作，率先完成自贸区铜

溢价掉期首笔交易，为企业提供代理

清算服务。

据悉，1 月8日央行正式批准上海

清算所开展铜溢价掉期业务。铜溢价

掉期业务是以自贸区洋山铜溢价指

数为标的、以跨境人民币计价、清算、

结算的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由经纪

公司帮助达成交易，通过上海清算所

提供中央对手清算业务。作为上海自

贸区内首个大宗商品衍生品清算业

务，铜溢价掉期业务不仅能够满足中

国企业的套期保值需求，还将吸引境

外有此需求企业的广泛参与。

为配合此次铜溢价掉期业务的

正式推出，中国银行已经完成了交

易、清算、系统、账务等各项前期准备

工作。随着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不断推

进，中国银行将凭借在大宗商品融资

业务领域丰富的市场经验、专业的服

务水平以及遍布全球的机构网络，充

分发挥中银集团优势，打通境内、境

外市场，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安全、更

便捷、更高效的资金结算以及大宗商

品金融服务。

四大举措护航春运
据记者了解，平安产险围绕春运

展开了新春护航系列活动，其中包含

了春运途中的大部分安全内容。比如

平安推出的“ 免费车辆远行检修”，

从2月9日-2月28日（ 不包括除夕至

初五）的白天，所有在沪车主，只要关

注【 平安产险上海】官方微信，然后

发送#免费检修+姓名+联系电话#，

即可享受八家服务网点的免费爱车

检修服务，包括检测胎压、机油、防冻

液等内容。

而从2月9日-2月1 7日“ 高速简

易救援服务”活动，则将在上海G1 5

朱桥收费站向南500米处为高速驾乘

者提供理赔咨询、服务咨询，并由专

业资深查勘定损人员在高速出入口

为客户进行现场疑难问题解答，告知

客户理赔流程及材料要求等相关信

息。同时提供应急物资在高速出入口

储备饮用水、药箱、防寒、保暖物资等

简易救援应急工具储备，以应对特殊

需要。而且还在现场安排救援车辆待

命，由驻点查勘员免费为客户提供换

胎（ 限小车）、紧急加水等简易车辆

现场救援服务。

另外，上海平安产险的“ 免费送机

关爱服务” 也将在春节前为归乡的客

户提供免费机场送机服务。参加方式

非常简单，只要在活动开始后通过活动

专页，共将30个送机名额，先到先得。

与此同时，在春节期间，上海平

安产险的免费非事故道路救援服务

仍将正常开展，为返乡的客户提供一

路安心保障。

“ 春运险”变理性
自铁道部取消火车票强制保险

后，每张火车票最少降价0.5元。而旅

客若想获得完善的自身保障，需要自

行购买商业保险。不过，相较于去年

网络保险的火热，今年网上购买的相

关保险产品少了许多，保险公司的态

度也理性许多。

记者搜索网络看到，如今明确带

有“ 春运回家”字样的相关保险产品只

有寥寥几家，比如，中国人保寿险推出

的“ 冬日旅游意外保险/长途旅行保险/

过年春运回家保险”，期限为3天-1 个

月，投保额为5元-20元不等，人身意外

保额高达1 0万；富德保险的“ 中民交通

工具意外火车大巴飞机自驾车/春运保

险”，投保期限为1 天-1 年不等，最低4

元，最高1 00元。其中，投保价格最低的

为合众保险的“ 春运火车高铁意外保

险”，每份仅为1分钱，保7天，保额则高

达30万，主要保障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

乘坐从事商业运营的火车期间因意外

导致的身故或残疾。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2月7日，由朝阳永续、华

宝信托共同主办的201 4年度(第九届)

中国私募基金风云榜颁奖典礼在上

海欢乐谷亚瑟宫圆满落幕。来自全国

上百家私募基金公司的创始人、高管

和基金经理，以及银行、券商、基金等

主流金融机构的近600位人士参加了

本次颁奖典礼。201 4年多位业绩表现

上佳的私募在会议上发表了对201 5

年A股市场的看法。

证大投资总裁助理陈献春认为

这波行情在201 6年中期之前仍可能

维持。201 5年要关注三个问题。第一、

IPO注册制之后对新股会有非常大的

压力；第二、新三板连续竞价后，和A

股交易趋于一致的话，会形成比较大

的分流。第三、产品的增加，特别是金

融衍生品增加，2月9日星期一上证

50ETF期权推出来，一下子就是40个

合约，也会对市场形成一定风险。以

后包括沪港通后，深港通的推出是铁

板钉钉的事，接下来会不会有T+0制

度、或者涨跌停板制度的调整⋯⋯这

些都会对市场形成比较大的影响。

鸿逸投资总经理张云逸则表示

由于居民财产转移和社会财富结构

性调整的拐点已经来临并在不断深

化中，会给股票市场带来源源不断的

资金供给。

和聚投资于军则表示，大盘蓝筹

股仍有巨大上升空间，中小板和创业板

将出现分化，牛市需要“ 中部崛起”。

201 5年最看好中盘周期股和成长股，

如机械、化工、汽车、家电。201 5年，将

以金融为机头，周期股为机身，国企改

革和一带一路将是两个机翼。政策(货

币、财政)、成本、国企改革、一带一路四

个方向的风都吹向中部(中游、中盘)。

春运进行时 险企服务保“ 平安”

绩优私募畅谈2015年投资机会

随着年味渐浓，“ 春运大军”也开始纷纷踏上返乡之途。据了解，为
了保障春运工作顺利有序，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已经进入备战状态，其中
也不乏诸如上海平安产险等保险公司为其“ 回家护航”。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上海清算所自贸区铜溢价掉期
首笔代理交易花落中行

“ 问诊财富健康，呵护财富成

长”，您的财富配置也需要专家把脉。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将从201 5年1 月起

至5月底全面开展零售客户“ 财富健

诊”活动。为了让财富健诊更具时效

性，也为了让客户更清晰201 5年的

经济脉搏，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于1 月

31 号下午举办主题为“ 201 5年宏观

经济与权益市场”的专场沙龙活动，

近百位财富客户共同出席此次周末

活动。

活动中，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财富

顾问为与会来宾介绍中信银行财富

客户的增值服务和资产配置架构，

同时向各位贵宾传递了中信银行财

富健诊的活动内容。简短明了的介

绍让来宾们深入了解优化资产配置

的重要性、财富健诊的服务方式以

及如何通过资产管理实现自我财富

增值。中信证券相关专家士为来宾

们做精彩演讲。演讲分为宏观经济

形 势 与 权 益 投 资 策 略 两 个 部 分 。

201 5年是改革落地年，改革所提供

的投资主题会更多元化，可以用“ 宏

观平淡，微观活跃”来描述，总体来说

权益市场涨幅将弱于201 4年，但波动

率会高于201 4年，专家的讲座内容生

动活泼，理论与操作实践有效相结

合，引人入胜。参会嘉宾们纷纷提问，

参与到与专业人士深入、全面的思想

交锋中，专业的分析和讲解获得现场

阵阵掌声。

活动现场，中信银行的财富顾

问们与客户进行零距离的交流和沟

通，为“ 一对一资 产 配 置 诊 断 ”服

务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获得了客

户们的高度好评，中信银行财富健

诊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影响，中信银

行上海分行将依托“ 中信红 迎春

季 爱在合家幸福” 系列活动，在

201 5年为财富客户提供更好、更优

质服务。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春节越来越近，支付宝

钱包与微信的红包大战也更加紧张

刺激。继红包分享功能被微信封杀、

支付宝钱包随机应变推出红包口令

之后，2月9日，支付宝钱包再放一个

大招，宣布从小年夜（ 2月1 7日）到正

月初一（ 2月1 9日），与品牌商户一起

向用户发放约6亿元的红包。其中，现

金超过1 .56亿元，购物消费红包约4.3

亿元。

用户只要在手机上打开最新版

支付宝钱包（ 8.5版本），均可参与

抢红包活动。支付宝钱包方面透露，

在2月1 1 日至2月1 9日期间，在1 4个

整点时间发放现金红包。用户抢到

的现金红包，将直接进入用户的支

付宝账户余额，与一般的支付宝资

金一样，可以在所有支持支付宝消

费的地方使用，也能支持提现到银

行卡。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进

行，上市公司“ 跨界转型”愈发密集。

2月8日，汇付天下有限公司和中

国家装行业上市公司东易日盛和联

合宣布，共同出资组建上海易日升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

据悉，易日升金融将专注为崇

尚 高 品 质 生 活 和 积 极 生 活 态 度 的

年轻群体提供生活金融服务，这一

服务将以家居为入口，包括家装、

家居、婚庆、旅游、教育等领域。在

易日升金融成立仪式当天，易日升

金融同时发布了“ 生活金融1 .0”

产品。

支付宝钱春节发近6亿元红包

汇付天下东易日盛跨界合作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全面开展2015财富健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