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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2017年9月23日（周六）8：30-12：00、10月14日 大会地点：哈尔滨市江北大学城学院路259号室内、外（哈尔滨华德学院正门对面）
大会规模：本次大会设展位148个，届时将有哈市30余所高校毕业生及1-5年工作经验社会精英前来参
会，望各单位积极报名参会，莫失良机。各层次各行业单位不设限，均可报名参会。展位火爆预定中…
电 话 ：0451-57771233 、57771311、13945186040、qq:847809700
★09月20日（周三）“一技走天下”2017哈尔滨技工、普工、技术人才专场会。★09月21日（周四）2017冰爽夏日（首届）毕业
生促就业专场会。★09月22日（周五）“汇集冰城人才、缔造龙江品牌”诚信人才招聘会。★09月23日（周六）黑龙江省应往
届及实习毕业生综合类大型人才招聘会。★09月25日（周一）“一技走天下”汽车、汽配、汽修、物流、机械等大型招聘会。
地址：江北大学城学院路259号（华德学院正门对面）公路大桥乘551、213到华德学院下车。(祥业国际现场咨询办理“出国就业、留学”等业务）

9月23日黑龙江省应往届及实习毕业生综合类大型人才招聘会
黑龙江双玉人才市场每周一、二、三、四、五、六定期举办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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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仍未到底
19日两市延续调整，沪市反

抽 5日线受阻，收盘跌破 20日均
线。从日线指标上看，短期调整仍

未到底。
创业板重回5日、10日线下，日线

短期、中期指标与沪市对应均为死叉向
下调整态势。

上证 50则再次触及 30日线，日线短期
指标现触底迹象，如能放量收复 5 日线则有

望结束调整，但周线和月线还需确认。
短期建议关注上证50股在30日线前的防守，

而沪市、创业板则注意短期回试30日线的要求，节
前如上证50在30日线止跌，将有望稳定人气。

美国财政部近日公布数据显示，
中国连续6个月增持美国国债，6月持
债总额上升至近1.17万亿美元，持仓
规模达10个月最高水平，自6月重为
美国第一大债权国后，坐稳美国第一
大海外债主的位置。

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
建光表示，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在降
低，但是缩表是肯定的，否则会影响
美联储的信用度。另外，人民币没有
单向升值的基础，当前增持美债是可
以盈利的。 澎湃新闻

9月19日，据接近一汽方面的知情
人士透露：一汽集团18日召开了深化
改革工作动员会，宣布了多名部门一把
手的调整：原一汽大众总经理张丕杰将
调任一汽集团采购部部长；原一汽集团
纪委副书记刘亦功接任一汽大众总经

理；原一汽轿车总经理胡咏将调任一汽
集团战略管理部部长；原一汽集团规划
部部长付炳锋将调任一汽驻京办主任。

截至发稿，一汽集团、一汽大众、一
汽轿车公司官网上，尚未更新上述高管
名录。 澎湃新闻

9月19日，央行发布公告称，为对冲
税期、政府债券发行等因素的影响，维护
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以利率招标方
式开展了15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其中，7
天期1300亿元、28天期200亿元，中标利
率分别为2.45%、2.70%，与上期相同。当
日，无逆回购到期，净投放1500亿元，本
周以来，央行共计投放4500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9月份为财政投放
月，月中面临税期等短期扰动因素，流动
性趋紧，国庆假期将至，居民对取现的需
求也会造成一定的流动性压力。本周以
来央行进行大额资金投放，有助于稳定
市场预期。下周将迎来财政投放，流动
性紧张局面料将好转。

虽然央行连续公开市场操作大额净

投放，但资金面仍偏紧。上周四以来，央
行分别净投放1000、2000、1865、1500
亿元，四个工作日共计净投放资金6365
亿元，但是资金面依旧延续了紧张局面，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Shibor（上海银
行间拆放利率）等多数品种价格上涨，国
债期货止跌反弹、小幅收高。

东北证券固收部首席分析师李勇表

示，经济基本面四季度大概率边际走弱，
美联储加息、缩表已在市场预期之内，中
美利差高位，长端利率难以再次大幅上
行。收益率曲线的修复仍有赖于流动性
改善带动短端利率下行，央行重提开展1
年期国债做市支持操作，有利于短端利率
下行。因此，四季度收益率曲线或许会出
现“牛陡”的交易性机会。 证券时报网

央行持续央行持续““放放水水””资金面紧势不改资金面紧势不改
业内人士业内人士：：下周或下周或将好转将好转

考虑到持有股票会承担一定
的风险，持有债券被部分投研人士
看来，在当前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认为建仓时机已到，但不
必操之过急，短期依然以赚取票息
价值为主，但可考虑逐步拉长组合
周期，也可以在收益率波动的过程
中逢高买入赚取波段性收益。随
着债券收益率难上的趋势确定，信
用债票息价值也会较为突出，产业

债配置价值或高于城投债。”中泰
证券固收分析师齐晟认为。

有业内人士指出，20日以
后随着财政存款的大量释
放，央行可能缺乏有效手段
来进行及时对冲，以收回
多余的流动性，将造成9
月末的流动性较为宽
松，利好债市。

第一财经

中国连续6个月
增持美国国债
机构：当前增持可盈利

“十一”长假就要来了，持股过节？持券过节？还是持币过节？这个难题再
次摆在众多投资者面前。一位债券基金经理认为，今年 9月末或将面临较高的
财政投放，随后流动性有转松可能，可考虑债券逢高博弈的交易机会。

此前上涨较多的煤炭、钢铁等强周期个
股是继续强势还是调整回落，市场的观点不
一样，谨慎者会担心周期股转弱带来的市场
走弱风险。

华创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君认为，从
基本面的实际演化来看，周期股转弱尚不具
有对股市形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魏凤春则
认为，周期品后续基本面最容易发生的边际

影响仍然来自采暖季供给收缩的范围和程暖季供给收缩的范围和程
度度，，采暖季的限产力度或不会弱于市场预采暖季的限产力度或不会弱于市场预
期，在10月底之前，周期品的投资仍主
要是寻找市场预期过低时的买入机会。

广东富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樊继浩表示，即使市场
有调整，调整的幅度也不会太
大，应该能够维持在3300点以
上。

周期股行情或未结束

流动性宽松利好持券

一汽大换血：多部门高管易位

上交所徐毅林：

加强异常交易
行为一线监管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徐毅林
19日表示，截至2017年9月15日，上
交所共有1344家上市公司，股票总市
值32.7万亿，成交总金额36.5万亿，
主要指标继续跻身全球交易所前列。

在监管方面，加强异常交易行为
一线监管，针对部分题材概念过度炒
作诱发的投资者跟风、导致市场局部
过热，冲击市场的行为，及时发现并制
止大量异常交易行为。 证券时报网

OR国庆长假理财之辩：

持股过节？持债过节？

B03

体育

本版热线 （0451）84612570
Sports

2017·9·20 星期三 本版主编 吴哲 编辑 杨镭 版式 倪海连

全运会龙江取最佳战绩

张凯

男子 50米步枪卧射，李嘉弘以 251.2的成绩超过世界纪录，这是本次全运会四个超世界纪录之

一；乒乓球女团首次挺进全运会女团决赛、混合双打收获30年来第一枚全运会金牌；古典式摔跤120

公斤以上级在全运会上实现五连冠……黑龙江运动员在刚刚结束的天津全运会上创历史最好成绩，

这背后有中国体育彩票的一份功劳，在为社会传递幸运的同时，也承载着彩民和公众通过购买体彩、

支持体育和公益事业的拳拳公益之心。

参赛名单中被
参赛名单中被打星号打星号

马龙或将
马龙或将

无缘无缘
生活报讯（康玮）今年的乒乓

球男子世界杯赛将于10月下旬在
比利时列日举行。现世界排名第一

的马龙，与刚刚获得亚洲杯冠军
的林高远都有参赛资格。但19
日国际乒联在其官网上发布
的参赛名单中，马龙的名字被

标注了一个星号。而这个星号
的意思是，马龙是否能够参加世

界杯，还要等国际乒联审查，这是国
际乒联近些年来首次审查选手的参
赛资格。

在今年 6 月的中国公开赛期
间，马龙与许昕、樊振东未经过国乒
同意，擅自做出了退出比赛的举
动。此事在当时引起了一片轩然大
波，而直到现在为止，国乒也未对三
人做出实质性的处罚。

如果国际乒联真的决定取消马
龙的参赛资格，那么今年的乒乓球世
界杯男单比赛，国乒有可能会遭到重

创，因为每个国家只能派出两位运动
员参赛，如果马龙丧失资格，那樊振
东也不可能出来顶替，只剩下林高远
一人。

也有消息称，国际乒联对中国
乒协的调查早已结束，而中国乒协
将视马龙的身体情况，决定是否上
报他参赛。据了解，在退赛风波后，
国际乒联的专员就来到北京，与各
方进行了解和谈话后，结束调查离
开，且并未进行过第二次回访调查。

据悉，在全运会前，中国乒协就
曾考虑马龙是否出战世界杯的问
题，毕竟全运会备战中，马龙旧伤复
发，打封闭针后才能重新上阵训练，
再加之全运会的高强度竞争，29岁
的马龙拼到最后一天才在男单决赛
中力压樊振东夺冠，身体消耗之大
可想而知。为备战东京奥运，中国
乒协的确会慎重考虑，视运动员的
身体情况排出合理的参赛阵容。

生活报讯（彭凯）日前，国际奥委
会向国际举重联合会发出最后通牒，如
果再不清查举重项目中的兴奋剂问题，
举重项目就将被踢出2024年奥运会。

根法新社报道，在对北京和伦敦
两届奥运会的兴奋剂尿样复查中，在
106例结果是阳性的样本中，有超过
50%的样本是来自举重项目。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表示：“举重是否能成为
巴黎奥运会的正式项目，就要看他们
是不是做到，与反兴奋剂机构的要求
相符合。”

国际奥委会下最后通牒

兴奋剂问题不解决
举重将被逐出奥运

生活报讯（洪庆）19日，英格兰
传奇球星里奥·费迪南德在社交网络
上宣布将为一名职业拳击手。

费迪南德是英格兰最出名的足球
运动员之一，在曼联夺得荣誉无数，并
代表英格兰队出场超过80次。2015
年，费迪南德宣布挂靴。英国媒体披
露，费迪南德之所以打拳击，与爱妻去
世有一定关联。如今费迪南德找到了
发泄的方法，那就是打职业拳击。

曼联传奇宣布
将转行打拳击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世界杯世界杯

体彩公益金对全省各项体育事业的发
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保障了对竞技体育
事业的资金投入，我省体育运动员在各类体
育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对于在赛场上摘
金夺银、为国争光的健儿们来说，体彩对运
动员们、对竞技体育在背后的全情投入与
支持，可谓是感同身受。

2014 索契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
1000米比赛中，“黑龙江体彩形象大使”
张虹实现了中国队在速滑项目上冬奥会
金牌零的突破。在2016年8月12日举
行的里约奥运会男子20公里竞走比赛
中，中国运动员王镇勇夺冠军，实现了中
国队在奥运会男子20公里竞走项
目上的金牌两连冠，王镇也是
黑龙江体彩形象大使。

“十三运周期”
体彩继续给力

截至2017年8月底，黑龙江省体育彩票
已累计销售444.39亿元，共募集公益金131亿
元。

在筹集社会闲散资金、为黑龙江百姓提供更多
娱乐和休闲方式，并使为数众多的参与者体验中奖
惊喜的同时，为各项公益事业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
持，为增加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至2017年 8月底，
我省体彩销售264亿余元，也就是说，我省体
彩在“十三运周期”四年的销量，已超过自
1994年发行体彩以来，我省此前19

年体彩销量的总和。

体彩功不可没

体育彩票公益金，全部用于资助体育和
社会公益事业，2016年全省体彩公益金安排
支出36425.06万元，其中备战全运会经费2190
万元。本届全运会，黑龙江代表团在24个大项、
132个竞技小项的比赛中，共获得10金11银7 铜，
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在群众项目上，黑龙江省共有
107名群众选手取得8个大项23个小项的决赛的资
格，共获得5金1银2铜的好成绩。龙江军团在参赛
人数、参赛大项、参赛小项、金牌数、奖牌数、团体总分
上均创历史新高。

新增群众项目，是本届全运会的一大亮点。最
终，黑龙江省共有107名群众选手取得了马拉松、龙
舟、柔力球、围棋等8个大项、23个小项的决赛资格，
获得5金1银2铜的好成绩，充分展示了我省“健康
龙江行动”以来取得的显著成效。

“幕后英雄”
助力龙江健儿

金牌凝聚彩民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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