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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代挂缘分卡 不在现场也能相亲
我主良缘推出代挂缘分卡服务，没空参加相亲会的单身们，现在扫码填写资料，不到现场一样有人“搭讪”，咨询电话：82967520

农历三月三，千佛山相亲盛会

即将举办，泉城众多单身纷纷报名

参加此次盛会，想要在这次活动中

把自己“推销”出去的单身男女不在

少数。然而也有部分单身人士无法

在活动期间参与，不要担心，现在我

主良缘推出“代挂缘分卡”服务，扫

描二维码即可申请。

家里亲戚齐催婚

单身男女压力大

“现在，除了爸妈催婚，家里其

他亲戚见到我也要唠叨一句，单身

的压力比工作压力都大。”朱小姐是

一名公务员，工作岗位好，人也长得

漂亮，又是家中独生女，因此她的婚

事是家里所有人都关注的事，这也

导致朱小姐“脱单”势在必行。

我主良缘专业婚恋顾问赵老师

说：“现在都市男女晚婚已经成了

普遍的现象，他们把精力放在拼搏

事业上，因此对婚事就会缺少关

注，父母由于担心孩子婚事，催婚

就成了唯一途径，所以都市男女工

作压力加上婚事压力，身上的压力

是很大的。”

申请代挂缘分卡

不在现场也能脱单

为了能更好地帮单身们脱单，

我主良缘将在活动现场设置缘分

墙，单身们可以将基本信息填写后

挂上，等待有缘人“送上门”。

考虑到活动当天有可能会有部

分单身不能到现场，所以我主良缘

又推出“代挂缘分卡”服务，单身

们通过扫描二维码填写资料，提交

申请之后，工作人员将会帮其在活

动当天把缘分卡挂在“缘分墙”

上，让单身人士不在现场也有人来

“搭讪”。

我主良缘济南分公司梅总监提

醒各位单身，现在申请代挂缘分卡

还可以预约显眼位置哦。想脱单，

就来我主良缘报名参加万人相亲大

会，扫描二维码即可报名，不能参

加的也可以扫码申请代挂缘分卡服

务。

【活动时间及地点】

1、2016 年 4 月 8 日至 4 月 10

日(3 天)；千佛山北门广场；

2、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17

日(7 天)；千佛山南门齐鲁碑刻文化

苑院内。

【邀约对象】广大单身人士，无年龄

限制；为孩子寻缘的父母。

【报名方式】

1 .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0 5 3 1 -

82967520(接听时间：9：00-20：00)；

2 . 添加 QQ：1516324074 或编辑

姓名、性别、年龄、身高、学历、职业

发送短信至 13011716860 即可报名；

3 . 报名地址：解放路 43 号银座

数码广场 1808 室(华强地产对面)。
扫一扫

报名相亲会

每年千佛山相亲会都吸引了大批市民。

扫一扫

申请代挂缘分卡

大盘回踩实为蓄力 不破楼兰誓不还
面对诸多利好，面对“盘久必跌”魔咒，本周拿下3000点事不宜迟

□记者 徐佳

大盘周二延续了震荡格局，沪

指最大跌幅一度达到3%，而创业板

最大时则跌了4%。面对激烈的震

荡，分析普遍认为，3000点以上压力

较大，上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反

复回踩，夯实基础，继续蓄力。

“这两天调整都在意料之中，

以前调整时从没这么自信过。”股

民孙女士说，在前一段时间持续上

涨之后，回调是必要的，“震荡更是

必然的，只是大家现在都是惊弓之

鸟，特别害怕。”

由于这一段时间各种利好因

素不断，股市表现得比较抢眼，很

多犹犹豫豫的老股民都在大盘上

攻3000点的过程中“上了车”，孙女

士就是这样的，她一直犹豫，但是

最后冲击3000点时忍不住入市了。

她认为，由于经济基本面的改善需

要很长时间，因此不少人都告诉她

这一轮只是反弹，“我也相信这只

是反弹，也想咬一口就跑，但这次

一调整，又没跑成，我身边不少人

也没跑成。”

虽然周二跌幅有点大，尤其是

创业板为首的题材股早盘就展开

回调，但保险、券商为首的权重股

却表现良好，托底迹象明显，这让

不少股民看到了希望。而从消息面

来看，养老金入市已经逐步明确，

虽然从养老金总体规模和运作模

式看，对市场的影响并非决定性

的，但从操作信心上无疑会起到一

定的刺激作用。

分析认为，股指在3000点附近

承压后，短期连续回调，但下行力

量薄弱，并且得到多方支撑，短期

下行空间较为有限。周二大盘在

2900点到2950点徘徊，这段区间是

多头的退守区间，也是多头可以随

时发起进攻的区间。俗话说“盘久

必跌”，因此本周的走势非常敏感。

另外，之前美国商务部公布的

数据显示通胀回落，消费者支出数

据被下修，逊于预期的数据，这在

一定程度上打压了美联储可能提

速加息的预期，从而使得美元承

压，美元指数高位回落。而人民币

汇率近期的贬值也在影响着大家

的预期。分析师认为，美联储主席

耶伦周三凌晨即将发表的讲话，将

对全球市场带来新的指引。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股民们

在大盘回踩到2900点左右时，将遇

到不错的低吸机会。但整体仓位仍

不宜过重。

当地时间3月24日，中国银联

董事长葛华勇出席银联国际与阿

联酋中央银行共同举办的ATM受

理开通仪式。葛华勇在会上透露，

目前银联卡受理网络已扩大到中

国境内外的157个国家和地区，阿

联酋则将在年内成为又一个ATM
和POS全面受理银联卡的境外市

场。当天，阿联酋央行行长H . E
Mubarak Rashed Al Mansoori出
席仪式，多家国内商业银行代表出

席见证。

近年来，银联国际根据全球旅

游业发展趋势及持卡人消费支付

需求，持续完善境外的银联卡受理

网络，在多个境外市场取得突破。

现在，香港、澳门、蒙古、古巴已基

本实现银联卡全面受理，约旦也将

在年内加入该行列。韩国、巴基斯

坦等地，基本所有POS终端都能用

银联卡，瑞士、奥地利、美国、泰国、

缅甸等则开通了几乎全部ATM接

受银联卡取款。未来两年，澳大利

亚、土耳其、俄罗斯等市场的银联

卡受理覆盖面也将大幅提升。

目前，阿联酋境内所有POS终
端已经全面受理银联卡，ATM受

理覆盖率近50%。此次银联国际通

过与阿联酋央行旗下本地转接网

络UAE SWITCH合作，今年5月
前，实现银联卡在当地ATM的全

面受理，从而实现银联卡在阿联酋

ATM、POS受理的全覆盖。UAE
SWITCH是阿联酋唯一的本地

ATM 转接网络，当地所有开展

ATM业务的45家机构都是其会员

机构。

葛华勇表示，按照建设“全球

网络，国际品牌”的战略愿景，银联

在普及中国境内银联卡受理的同

时，正全力以赴，加快拓展银联卡

在境外的受理网络，深化受理环境

建设，提升网络服务能力，不断优

化持卡人用卡体验。目前基本形成

一个覆盖范围广、普及性较高，安

全、便利的国际受理网络。未来，银

联卡受理网络还将持续扩大。“阿

联酋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市场，我们

将结合当地的受理优势，推动大规

模发卡，并积极推广银联创新产品

和服务，更好地支持中阿交流合

作。”

H.E Mubarak Rashed Al
Mansoori表示，与银联国际的合作

对推动阿联酋及中国间的交流合

作至关重要，这将支持两国日益增

长的旅游、商务往来，并为到访的

银联卡持卡人提供便利、优惠的支

付服务。

当天，银联国际还与阿联酋金

融服务集团MINT共同发行了当

地首张银联芯片卡。双方约定，未

来三年将累计发行数十万张银联

卡。这些卡片都是国际支付卡，可

以在包括阿联酋在内的银联全球

受理网络使用。未来，会有更多阿

联酋本地居民同样享受到银联卡

带来的安全、便利的支付服务。

目前，全球已有近3400万家商

户和超200万台ATM可以使用银

联卡。同时，持卡人还可享受丰富

的银联卡增值服务，包括全球客户

服务热线、紧急现金支援、全球退

税、跨境汇款，以及高端卡专享的

全球支援、秘书管家服务、机场贵

宾厅等，银联卡优惠权益则涵盖旅

行、机场、酒店、购物、餐饮、休闲娱

乐等各个领域。

要闻速递
央行顾问：一季度GDP增

速可能更低

上周沪深新增投资者53 . 5
万，创去年6月来新高

上周证券保证金净流入59
亿元，连续两周净流入

大盘预测
做空接近尾声，新反弹酝酿中

大盘重心逐步下移到重要

的中长期均线附近，目前已基

本确认20日均线的短线支撑，

周线也正好回踩了5周均线，这

都是短期支撑，目前2900点附

近应由谨慎转为乐观，集体支

撑共振才会引发强力反弹。

板块动向
关注超跌优质个股

前海开源基金表示，近期

领导层屡次对资本市场正面表

态，极大提振了投资者信心，优

质股票已远远领先于现金、债

券和房地产，成为居民大类资

产配置的首选品种。目前市场

上流传的利空因素已体现在股

价中，尤其是蓝筹股板块已反

应过度，处于超跌和被低估状

态，未来市场前景值得期待。

操作策略
回调中积极加仓

巨丰投顾认为，指数前期

上行中积累部分获利盘，加之

3000点附近压力较大，所以回

调正常，在多方刺激以及信心

逐步恢复中，市场上行趋势依

旧，逢低应是较好的加仓良机。

具体操作上，3000点附近减仓

的，2950点附近可小幅加仓，但

总体仓位不应太重。

公告精选
国 际 医 学 净 利 同 比 降

31 . 19%，拟10转15派0 . 5元
冠昊生物拟6亿元对价收

购珠海祥乐全部股权

比亚迪2015年净利28 . 23
亿元，同比增551 . 28%

威帝股份控股股东提议年

报10转15送5派1 . 5元
记者 李良栋 整理

对于这轮反弹而言，本周后几天的走势将非常敏感。 新华社发

阿联酋ATM及商户将全面受理银联卡
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银联卡全球受理网络已扩大到157个国家和地区

现在，全球157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3400万家商户和超过200万台

ATM可受理银联卡，无论消费或

取款，只要使用卡号62开头的银联

卡，所发生的当地货币交易金额，

都将按当日市场汇率直接转换成

人民币金额记入卡中，不产生货币

转换费用，避免多次兑换外币而发

生额外资金支出。

国内日常使用的银联卡几乎

都可在境外的银联网络使用，无需

办理新卡。另外，银联卡还有紧急

现金支援、全球退税、银联贵宾厅

等丰富的增值权益，并在全球众多

商户享受银联卡专属优惠和礼遇，

支付服务安全可靠。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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