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接盘大宗交易回暖 两类个股藏机会

1块钱也能做投资！
银行理财迈入“1元时代”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凌天亮

本周大盘走势趋于向好，沪指成功站上2900点整数关口，与此同时，大宗交易市场也显露出积极信号。业
内人士指出，大宗交易市场的回暖或许暗示着产业资本对A股市场未来走势抱有正面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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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重庆丹恒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信贷资产转让协议（卖断）》，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等）依法转让给重庆丹恒实业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重庆丹恒实业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各相关方。

重庆丹恒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
承人向重庆丹恒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赔偿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出让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受让人：重庆丹恒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
重庆丹恒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编号

（联合保证、质押等）
债权转让金额

（截止2019年3月29日）

1999139.47

《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17(高保）20170001-11
《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17(高保）20170001-12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17(高保）20170001-13
《最高额抵押合同》CQZX17(高抵）20170001-21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17(高抵）20170001-22

安徽省华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帝博机车制造有限公司
杨艳
安徽省华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周志刚、杨艳、周子鉴

1 周志刚

《个人最高额融资合同》
CQZX17( 高 融 ）
20170001《借款合同》
CQZX18S1202017
0002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重庆亿金铝业有限公司签署的《信贷资产转让协议》（卖断）》，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等）依法转让给重庆亿
金铝业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重庆亿金铝业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各相关方。

重庆亿金铝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向重庆亿金铝
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赔偿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出让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受让人：重庆亿金铝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重庆亿金铝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编号

（联合保证、质押等）
债权转让金额

（截止2019年3月26日）

1935407.87
《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07(高保）20160012-12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07(高保）20160012-11
《最高额抵押合同》CQZX07(高抵）20160012-21

重庆润鑫实业有限公司
何飞
重庆润鑫实业有限公司

1 欧春燕

《个人最高额融资合同》CQZX07
(高融）20160012《个人借款合
同》CQZX07S12020160019《展
期协议》CQZX07S12020170009

2 姚德芳
《个人最高额融资合同》CQZX07(高
融）20160011《个人借款合同》
CQZX07S12020160020

胡中成
重庆驰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姚德芳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07(高保）20160011-11
《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07(高保）20160011-12
《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CQZX07(高抵）20160011-21

1006609.60

3 肖立会
《个人最高额融资合同》CQZX07(高
融）20160007《个人借款合同》
CQZX07S12020160014

欧祖泽
重庆润鑫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润鑫实业有限公司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07(高保）20160007-11
《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07(高保）20160007-12
《最高额抵押合同》CQZX07(高抵）20160007-21

1233550.72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重庆市助友建筑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信贷资产转让协议》（卖断）》，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等）依法转让给重庆市助友建筑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重庆市助友建筑高新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各相关方。

重庆市助友建筑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
继承人向重庆市助友建筑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赔偿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出让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受让人：重庆市助友建筑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
重庆市助友建筑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编号

（联合保证、质押等）
债权转让金额

（截止2019年3月26日）

2000000.00

《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07(高保）20160014-11
《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07(高保）20160014-12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07(高保）20160014-13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07(高保）20160014-14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CQZX07(高保）20160014-15
《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CQZX07(高抵）20160014-21

重庆市沙坪坝区恒力金属加工厂
重庆恒泉科技有限公司
王金花
王松波
王燕智
王衍习

1 王衍习

《个人最高额融资合同》
CQZX07( 高 融 ）
20160014《借款合同》
CQZX07S1202016
0031

6 月份以来，A股市场交易景气度逐渐回
升，不仅沪指成功站稳2900点上方，投资者的
交易热情也明显增强，交易数据显示，6月份以
来A股市场的日均换手率达到 2.83%，较 5月
份上升0.11个百分点。

在二级市场交易趋于活跃的同时，大宗交
易市场的景气度也在6月份有明显提升。据记
者统计，6月份以来，大宗交易市场共发生305
笔交易，成交总量和成交总金额分别达到12.65
亿股、122.03亿元，日均成交规模和交易金额分
别为1.81亿股、17.43亿元，日均成交规模和交
易金额两项数据均创出今年 2 月份以来的新
高。

除了交易规模增长明显外，反映大宗交易
市场景气度的另一个指标——整体交易折价率
也在本月显示出积极信号。数据显示，6月完
成 的 305 笔 大 宗 交 易 的 平 均 折 价 率 约 为
6.23%，较5月份6.94%的平均交易折价率下滑
0.77 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6月的大宗交
易市场还出现了 30笔溢价交易，涉及高科石
化、皖通科技、华银电力等25只个股。

需要指出的是，在6月份大宗交易市场明
显回暖的背后，机构投资者扮演了积极接盘者
的角色，6月份以来机构专用席位在大宗交易
市场上进行了36笔买入交易，交易总金额高达
38.38亿元。而中金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营
业部、瑞银证券上海花园石桥路营业部等QFII
背景深厚的营业部也在6月份通过大宗交易市
场买入了约11.1亿元的A股股票。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最近银行理财收益“跌跌不休”，投资者
纷纷转投其他产品，比如拿钱去定投基金或
可转债。不过，银行理财的低迷或许很快就
有转变了。昨日，记者从市内商业银行了解
到，6月以来，银行理财子公司相继推出，子
公司的产品也逐步亮相，有银行已率先将理
财门槛降至1元起。

体验
风险测评仍需前往柜台办理

10万、5万、1万……受“资管新规”影响，最
近一年来，银行理财“入门级”产品不断刷新。

12日上午，记者打开工行手机银行，看
到手机银行端有5款在售产品，起购金额均
为1元，涵盖固收、权益、跨境、量化等多市场
复合投资领域。

产品信息中提及，该 5款产品的风险等
级均为PR3，募集期到6月16日截止，其中，
有三个产品的投资期限均为无固定期限，两
个分别为736天和1+4年。属于“风险适中，
产品不保障本金，风险因素可能对本金产生
一定影响”。

而在产品收益上，这几个产品的标注方
法均为业绩比较基准，有一款产品标明业绩
比较基准为5%，两款为4.5%，还有两款表述
较为复杂。

例如其中一款产品，根据过去17年的历
史数据回测，该策略五年平均累计分红为
12%。另一款则在产品说明中介绍称：本产
品业绩比较基准为40%*工银量化股债轮动
策略指数净价版收益率+60%*央行一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年化）。

记者尝试买入其中一款产品，点击进去
购买，页面弹出一个温馨提示：“为了保障您
的权益，根据监管政策要求，您必须到我行网
点进行风险评估后才能继续进行该协议申请
交易。”

对此，记者咨询了工行理财人员，对方表
示目前首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客户确实仍需要
到柜台办理，“这个是监管要求的，未来可能
会推出线上操作的功能，进一步简化投资流
程，更加方便投资者选择。”

风向
下半年更多低门槛产品面世

“资管新规”落地之后，银行纷纷成立理
财子公司，截至目前，六大国有银行都已获批
筹建理财子公司。

近期，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及交通银行
的理财子公司相继开业，子公司的产品也逐
步亮相。根据规定，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可
直接投资股票，且不设置销售起点。

从资产配置来看，除了传统的固定收益
类资产，权益类资产成为新产品的关注点。

“比如工银理财混合类的理财产品，固定收益
类资产最高仅占比60%，剩下40%会配置权
益类、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所以混合类或
者权益类的产品将会更加考验理财子公司的
投研能力。”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杨慧
敏分析，预计投研能力相对较弱的银行仍以
固定收益类投资为主，投研能力较强的银行
将会探索更多比例在权益类资产上。

杨慧敏表示，工银理财和建信理财作为
率先开业的理财子公司，将会带动更多的理
财子公司加快开业的步伐。预计下半年将迎
来更多的理财子公司开业，也将有更多的低
门槛产品问世。作为投资者，更需要认真评
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符合自己的理
财产品。

1元

业内人士分析，近期在大宗交易平台上，
获得机构投资者买入或以平价、溢价形式完
成交易的个股，有望在后市中迎来较好的表
现。

周明介绍，本月有多只个股在大宗交易
市场上以平价乃至溢价形式完成，这很可能
意味着主力资金认为该股股价仍处于合理或
偏低的价位上，存在进一步运作的价值。如
果此类个股前期涨幅低于所属板块整体水
平、2019年一季报及2019年中报预告所显示
的业绩走向均较为乐观、未来3个月内不存在
限售股解禁压力，那么很有可能在后市的震
荡行情中有较好的表现。

杨长春则认为，机构投资者在本月通过
大宗交易市场进行了36笔买入操作，相比普
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在调研能力、资金实
力、信息传播以及对宏观经济演变方向的把
握等方面具备先天优势，因此机构投资者重
仓或加仓的个股，在一段时间内往往更有机
会契合行情的发展趋势，从机构投资者近期
动向看，二线蓝筹股仍是其在大宗交易市场
中的重点布局对象，考虑到A股市场近期的
领涨主线正转向二线蓝筹股，因此在大宗交
易市场中，得到机构席位溢价或平价买入的
二线蓝筹股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大宗交易市场的参与者以产业资本为
主，而大宗交易市场的逆势走强，在一定程度
上预示着主力资金对A股后市仍保持较为积
极的看法。”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周明认为，今
年A股市场呈现出典型的结构性行情特征，
科技类、大消费类行业龙头股成为多方资金
布局的重点，而本月大宗交易市场的主角也
以相关个股为主，本月在大宗交易市场上以
溢价形式完成交易的 25 只个股中，宁德时
代、宜安科技、当代明诚、星普医科、分众传媒
等19只个股都属于新兴科技板块或大消费
板块中的龙头品种，而相关个股庞大的交易
金额迅速被市场消化，表明买方吸筹的积极

性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个股缺乏
足够的做空空间。

安信证券投资顾问杨长春也认为，大宗
交易折价率的收窄以及溢价交易数量的增多
反映出市场惜售心态有所抬头以及买方愿意
以更高的成本进行吸筹，这表明产业资本判
断当前A股市场的整体估值已经趋于合理，
部分个股已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性，由于产业
资本是对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最为了解的群
体，因此大宗交易市场交易规模的上升以及
交易折价率的收窄或预示着主力资金认为当
前的A股市场，并不存在遭到持续做空并出
现大幅下跌的风险。

大宗交易市场活跃度走高 两类大宗交易个股或有机会回暖预示产业资本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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