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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先锋刊登电话：0571-85312164

多款理财产品同期销售，详细产品信息可查询我行官方网站：www.jsbchina.cn。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重点产品推荐：江苏银行2019 第四期人民币结构存款,期限1 年,最高利率4.2%,最低利率2%,另有
多个期限同期销售。本金保证,纳入存款保险;利率保底,保证最低利率.当日起息资金使用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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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营业部：天目山路 38 号,13858134763 15268584988 滨江支行：滨江区滨盛路 1786 号,13757120337
萧山支行：萧山区市心北路 218 号,13033611707 富阳支行：富阳市金平路 11 号，13806518772
拱墅支行：湖州街 12 号，13819153907 城东支行：凤起东路 888 号，13777556506
西溪支行：莲花街 264 号浙商财富中心，13758142632 上城支行：西湖大道 333 号（劳动路口），15067188020
余杭支行：余杭区南大街 271 号,13958167117 海创园支行：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98号，18205812243
临安支行：临安区万马路 289 号，13588773525 特别提醒：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财溢融C1新客7

财溢融C3新客7

聚溢融C3新客7

聚溢融C1新客A7

产品天数

35

91

91

35

起步金额

300万元

200万元

5万元

20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5.00%
4.85%
4.75%
4.80%

产品募集期

2019.02.11-2019.02.17

2019.02.13-2019.02.19

2019.02.13-2019.02.19

2019.02.11-2019.02.17

产品起息日

2019.02.18

2019.02.20

2019.02.20

2019.02.18

产品到期日

2019.03.25

2019.05.22

2019.05.22

201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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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结束，不少人的手机里又多了好多照片，那是2019年春节旅游的照片。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综

合测算，这个春节长假，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4.15 亿人次，同比增长 7.6%；实现旅游收入 5139 亿元，同比增

长8.2%。

携程数据显示，春节长假期间我国游客从近 1296 个城市出发，到达全球 97 个国家和地区、1372 个国内

外城市，国家和地区数量从去年的82个增加到了97个，增长18%。

春节七天长假（截至 2 月 10 日 16 时），杭州西湖景区各公园景点共接待市民和中外游客 363.38 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的321.21万人次增长13.13%。

本报记者 马焱 金丹丹 通讯员 斯金叶 孙豪建本报记者 马焱 金丹丹 通讯员 斯金叶 孙豪建

本报讯 新年新气象，随着一批年前观望资金的回归，A

股如期上演了猪年开门红。大盘涨 1.36%，时隔一年之后首

度站上半年线。不过，昨天两市领涨的主力来自深圳的中小

创，其中，创业板指数大涨 3.53%，收复 60 日线和 1300 点，中

小板指数涨3.39%，深圳成指的涨幅也超过3%。

“今天市场的表现，可谓人心思涨。去年的惨烈调整，让

很多资金退出市场后观望，而现在政策面暖风不断，外资也在

大举抄底，所以春节一过，一些踏空的资金陆续回归市场了。”

私募程先生表示。在本报昨天的报道中，前海国元基金王忭

也提示投资者，A股市场最密集的一波业绩地雷已经过去，如

今整个市场的业绩风险和商誉风险都大大降低，开年首周的

机会大于风险。

北上资金延续了年前持续大买的节奏。数据显示，昨天

净流入的北上资金为 49.7 亿元，其中沪股通净买入 16.6 亿

元，深股通净买入 33.1 亿元。加上 1 月份净流入的 600 多亿

元，2019年以来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662.35亿元。昨天流入

深市的北上资金是沪市的两倍，这说明中小创板块中的二线

白马股也进入了外资的“菜篮子”。

在深股通前十大成交股中，有六家是中小板公司，分别为

海康威视、洋河股份、立讯精密、大族激光、大华股份和分众传

媒，其中海康威视净买入 1.43 亿元，立讯精密净买入 3.11 亿

元，大族激光净买入 2.3 亿元，大华股份净买入 6300 万元，分

众传媒净买入 1.27 亿元。贵州茅台和五粮液继续受到北上

资金的青睐，洋河股份则被北上资金净卖出1.48亿元。

“开门红的背后是市场活跃度在进一步提升。总的来看，

反弹行情仍然可期。”乾通易嘉王志强表示，昨天新零售板块、

燃料电池板块、影视板块、5G通信板块、风电板块和养殖板块

等都相当活跃。这些热门板块活跃之后，市场会出现一定的

分化，到本月下旬估计会切换到炒政策预期的行情，给国企改

革板块或带来新机会。王志强认为，后市可以关注三条投资

方向：一是稳增长的新基建，二是 5G 通信、军工等弱周期行

业龙头，三是低估值高分红个股的确定性收益。

东方财富季菲菲表示，2 月至 4 月，业绩将会是市场的一

大关键词。“开年后一季度是信贷高峰期，这时候资金最为宽

松。与此同时，各路资金会在一季度重新布局，包括公募基金

在一季度进入调仓和建仓的高峰期，还有外资QFII增量资金

入市概率增加，这个阶段政策密集出台的预期也有助于提振

市场信心。”季菲菲认为，大盘放量突破半年线压制后，行情有

望升级，她建议投资者关注有业绩支撑的低估值白马股。

牧容投资代恒桥则建议投资者不要因开门红而又头脑发

热，随意追涨杀跌。他建议投资者关注业绩预增、次新、前期

超跌低价股等板块。 本报记者 刘芫信

昨天深股通净买入金额是沪股通的两倍

深股通前十大成交股中6只是中小板公司

抢筹中小创白马股
外资的口味在变

出境游同比增长12.48%
杭州人消费力全国第三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2019年春节期

间全国出境游客 631.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48%，再创历史新高。

随着丹麦、冰岛、芬兰等国家逐渐被中国

游客所熟悉，中国人前往北欧旅游的热情持

续高涨，赴北欧冰雪旅游、看极光的人次倍

增。春节期间，通过携程平台预订赴北欧跟

团游、自由行、定制游、当地向导、海外玩乐等

产品的人次同比增长翻番。途牛数据也显

示，出境“玩雪”这个春节依旧热门。受中国

游客欢迎的冰雪旅游目的地前五位分别是日

本、俄罗斯、芬兰、瑞典、挪威。除了赏雪、滑

雪等传统冰雪游项目之外，搭配温泉、美食、

极光等个性化体验的行程更受欢迎。

有冰就要有火，冬天泡温泉绝对是享

受。途牛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打飞的出

境“泡汤”继续保持十足人气。日本、德国、法

国、意大利、瑞士等温泉游目的地人气火爆。

许多人都会把一年中最隆重的一次度假

旅游放在春节长假，舍得花钱那是必须的。

从携程数据来看，“国内游消费力前十强城

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杭州、成都、南

京、西安、重庆、天津和深圳。这些城市春节

旅游单次国内游人均花费超过2700元，其中

上海（3416 元）、北京（3307 元）、广州（3241

元）、杭州（3031 元）和成都（3006 元）均超过

3000元。

另外，携程出境游数据显示，春节通过携程

旅游平台报名跟团游、自由行、定制游等度假

产品的人均花费为7000元左右，是国内游价

格的两倍多。出境游消费力前十名出发城市

为北京、上海、杭州、沈阳、南京、青岛、广州、深

圳、济南和成都。北京出境游人均花费近

9000元；其次是上海人，人均花费超过了8000

元；杭州人的出境游人均花费为7222元。

春节长假来杭游客
省内客源占比过半

今年春节假期，杭州西湖景区又开启了

“人从众”模式。虽然阳光明媚的只有年初

二，其他时间阴雨天不断，但丝毫没有影响游

客们的出游热情。

据统计，春节长假西湖景区各公园景点

接待的 363.38 万人次中，免费景点共计接待

274.76 万人次，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新湖滨

景区 62.05 万人次，苏堤 51.69 万人次，花港

观鱼 43.35 万人次；收费景区接待总计 88.62

万人次，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灵隐飞来峰景

区 42.15 万人次，三潭印月 16.44 万人次，杭

州动物园5.76万人次。

另外，据杭州市假日办和市旅游大数据

中心（旅游经济实验室）统计，2019年春节黄

金周七天时间，全市共接待中外游客 471.87

万人次，较去年增长 2.9%；旅游总收入 61.02

亿元，同比增长 5.04%。来杭客流高峰出现

在 2 月 6 日（年初二），当日接待外地游客

70.05万人次。

游客来源地中，省内游客在黄金周期间

占比为 55.61%，比平日占比增长 15.81%；其

次是来自上海的游客，占比为18.8%。

新通车的杭黄高铁串联了 7 个 5A 级风

景区、超过 50 个 4A 级风景区、10 余个国家

级森林公园，节日期间乘坐高铁游“三江两

岸”成为新时尚。

春节长假，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
西湖景区接待人数363.38万人次

杭州人出境游消费力全国第三
国内游消费力全国第四

股民在杭州一证券营业部关注股市行情。视觉中国供图财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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