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四是个好日子 就看多头敢不敢反击
短期内指数若不能拉回前期的支撑区域，各位就得耐住性子等下一个低吸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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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昨天我们提到，指数快速

回落到本轮行情的发动起点之

后，指望大盘短时间内重新发

动第五次“冲关”已很不现实，

本周大概率将围绕起点震荡整

固。短期内指数若不能拉回百

点大箱体的支撑区域（3200-

3230点），就算遇到盘中急跌也

不宜抄底，因为多头前期构建

的两条重要防线距离当前位置

较远（分别在3100点和3000点）；

若能在本周快速回到支撑区域

弱势震荡，反倒可以安心持股。

周三的市场表现比较糟糕，直

接低开在半年线之下，盘中一

度跌破3150点，预示着多头主

力已放弃抵抗，前期3200-3230

点的支撑区域很有可能要成为

今后的压力区域。不想发生这

样的悲剧，只能在本周剩余的

两个交易日快速拉回到3200点

之上。但考虑到周五临近周末

休市，朝鲜半岛局势扑朔迷离，

周末市场避险情绪恐将再次升

温，所以周四便成为多头组织

反击的最合适的一天。尽管日

子挺合适，但从近几天的盘面

之弱、资金出逃之坚决来看，周

四预计无法完成这样的反击。

由于我们前期一直强调控制仓

位，所以下一步各位可耐心等

待并观察3 1 0 0点支撑力度如

何，只要不出现周三这样的快

速大幅跌破，便可低吸。

最后还是把昨天的那句话

再重复一遍吧：短期内指数若

不能拉回支撑区域，就算遇到

盘中急跌也不宜抄底；若能回

到支撑区域弱势震荡，反倒可

以安心持股。

◎大盘预测

天信投顾认为，底部区间

正逐步接近，周三的走势也符

合这一判断：继续低开跳水，相

继跌破各项支撑、形成长下影

的锤子线。从这些特征基本可

以判断，周四市场会收红盘。

◎板块动向

国金证券认为，近期资金

避险应首选消费板块。理由是，

雄安主题进入降温阶段，需要

由其他主题接力，上周曾有粤

港澳和军工板块接力，但对指

数影响较小。板块接力失败，导

致部分资金转向防守。目前来

看，消费板块将成为资金避险

的首选，抱团的趋势还将更显

著。本周基本面存在积极变化

的有稀土、铝、建材、造纸等，推

荐配置。

◎操作策略

近期市场持续的弱势，恐

慌依然还在蔓延，对于当下市

场所处的格局，中航证券认为，

反观历史，以近两年为例，大底

几乎全部落在了中长期趋势线

附近，近期则同样如此，A股能

否在极度恐慌中获得支撑，需

要重点关注。短线的波动依然

还会存在，个股的分化短期还

会进行，不过整体性的投资机

会一般都来源于大跌之后，所

以请珍惜当下已经大跌之后可

能带来的战略投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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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分期优惠季”开始啦

让您优惠“享享享不停”
一、现金分期、账单分期优惠活动

2017年4月1日至6月30日，农行新一期

账单分期、现金分期手续费优惠活动开始

啦，让您优惠“享享享不停”。

（一）账单分期

活动期间内，农行信用卡（商务卡、准贷

记卡除外）主卡持卡人通过掌银、网银、短信、

微信渠道办理6、12、24期账单分期享受每期

优惠手续费率0 . 54%、0 . 46%、0 . 48%。

（二）现金分期

活动期间内，农行信用卡（商务卡、准

贷记卡除外）主卡持卡人通过掌银、网银、

网点、客服中心办理3、6、9、12期现金分期

享受每期优惠手续费率0 . 56%、0 . 52%、

0 . 52%、0 . 52%。

（三）靓居信用卡分期优惠活动

活动期间内，靓居信用卡（原房贷卡）主

卡持卡人通过掌银、网银、短信（仅限消费、账

单分期）、微信（仅限消费、账单分期）、客服热

线、客服自助语音（仅限消费分期）、网点（仅

限现金分期）办理消费、账单、现金分期享受

特惠费率，费率统一为每期0 . 46%。

二、专项汽车分期优惠活动

分期购汽车，轻松把梦圆。农行目前合

作汽车经销商100余家，涵盖济南市场汽车

畅销品牌，并推出多种期限供客户选择，针

对优质客户推出以下优惠费率，详见下表:

期数 24 36 48 60

首期收取 5 . 5% 8% 10 . 5% 13%

分期收取 6% 8 . 5% 12% 14 . 5%

世界期待中国奇迹“第二季”故事更精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

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将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

预期分别上调至６.６％和６.２％，

体现了国际机构对于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稳定增长的认可，这

无疑也将为正在爬坡过坎、增

长势头好转的全球经济复苏注

入更多信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报告

中指出，中国经济转型正在多

个方面取得进展，包括经济活

动从倚重工业转向服务业，需

求从倚重投资和出口转向消

费，服务业和消费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稳步提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

计，过去５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约３０％，

２０１６年更是高达约３９％，成为全

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毫无疑

问，自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稳定

复苏的“压舱石”。随着中国经济

转型稳步推进，更可持续和更高

质量的经济增长将令中国和全

球经济双双受益。

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近

期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

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

国家是全球经济史上规模最

大、速度最快的经济转型。尽管

面临汇率、债务、经济不平衡等

方面挑战，仍有理由相信中国

最终能成功转型为高附加值制

造业和服务业大国，为全球投

资者继续提供大量投资机会。

世界期待中国奇迹“第二季”故

事的更精彩章节陆续呈现。

据新华社

“微相亲”再升级 为济南单身匹配合适对象

“每次被人问起‘有对象没？给

你介绍个吧！’就觉得头大。”无论

七姑八姨还是闺蜜死党，总是“一

腔热情”地给自己介绍对象，单身

被一轮轮的相亲“折磨”得焦头烂

额，直呼“选择少”、“不靠谱”！为

此，济南微信相亲群根据不同单身

择偶需求，汇集70后、80后、90后不

同年龄段单身男女在线晒照征婚，

选职业，选兴趣，手机随时畅聊身

边趣事，遇到合适的一键私聊，满

意再约见！

父母VS闺蜜/死党

谁介绍的对象更靠谱？

有调查显示，单身更倾向于死

党/闺蜜介绍的对象，原因是，作为

同龄人，他们更能了解自己的需求。

但单身杨小姐并不这么认为，“一直

饱受‘催婚’压迫，闺蜜便从自己朋友

中找了个条件合适的让我们处处

看，但第一次约饭后就没有了下文，

原因是对方嫌我花钱大手大脚，我

嫌对方不会照顾人。”杨小姐说，闺

蜜虽比父母了解自己的择偶需求，

但终归还是选择性太少。

“父母朋友介绍的异性对象，

总差一点‘契合度’，选择太少，自

己也不想将就。”济南多数单身表

示，要是把闺蜜/死党考虑的性格

等软性条件和父母考虑的收入等

硬性条件相结合就完美了。这不，

微信相亲群就充当了免费线上“红

娘”，单身在线浏览异性照，选择职

业、年龄，随时聊聊身边趣事，单身

找到合适的对象很容易！

数万优质单身在线

选择多、脱单更轻松

“上班、下班路上都能在公交

车上和群内的单身互动聊天，还能

发布征婚帖，群内回复速度很快，

异性感兴趣就会主动加微信私

聊。”微信群内单身涉及各个行业，

不同年龄段，选择性多样化，正好

为单身找对象提供便利，单身在线

随时互动，精准脱单。

“看到单身推荐上有各方面条

件和我很搭的，于是便加了好友，聊

了半月下来，她的兴趣爱好，三观等

各方面也和我意外地相似，我们决

定这周末相约看电影。”于先生开心

地说。单身的你赶紧扫码加入吧！

单身们，征婚交友难吗？朋友亲戚介绍的要么“见光死”，要么“聊天死”，不少单身选择进微信相亲

群自主找对象，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选择性多，合适就开聊！咨询热线：82967520

扫
码
进
微
信
群

自
主﹃
挑
﹄对
象

免费掌上交友社区 轻松结识同城单身
手机可以购物、订餐、看视

频……现在，还能找对象啦！单身

只需扫码加入微信交友社区，即可

一键定位附近单身，轻松“搭讪”身

边异性！还有更多功能让你大开眼

界！

征婚帖：择偶要求+生活照

社区中一位名为“为你而来”

的微友，发布了一条名为“就找你

脱单”的征婚帖，“1991年的济南姑

娘，热情大方，寻找性格好、有共同

话题的另一半。”并附上了自己的旅

行靓丽照，单身实现了“自主征婚”！

相亲技巧频发、不定期线下活动

不知道如何搭讪异性对象？每

天发布的相亲技巧即可帮上忙。还

有每天10个优质单身推荐的名额，

单身扫码即可体验“一站式”脱单服

务，目前有不少单身在其中找到了

同城对象。找对象就要主动出击！

扫
描
二
维
码

进
社
区
找
对
象

从相亲饭局 看双方价值观
想必不少单身都经

历过相亲，作为相亲必

去场地——— 餐厅，其实

可以通过点菜知道相亲

对象的性格是否适合自

己。这道神奇的测试题，

只要一分钟，就能帮单

身的你“看穿”对方，为

自己找到真正适合的对

象，还不赶紧扫描二维

码，学起来！

扫描二维码
查看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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