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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孙华军）日前，一名中年男子来到中国工商银行安岳
支行正北街分理处，非常着急地请银行工作人员为其父亲办理社
保卡，了解到个中原因，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核实并特事特办。

原来，该男子的父亲因生病住院急需社保卡进行医保报销。
老人家住在距离县城 40多公里的石羊镇，行动不便，本人无法亲
自前往银行网点办理业务。工作人员在了解详情后，立刻将相关
情况向上级报告。网点负责人随即带领工作人员陪同办事群众
前往石羊镇进行上门核实，并在当日下午返回网点为该名老人成
功代办社保卡。

工行安岳支行正北街分理处的举动及时解决了客户的燃眉
之急，获得了群众的称赞。

特事特办 服务群众

本报讯 近期，根据人民银行资阳中心支行统一安排，工商银
行资阳分行结合实际，组织辖区内网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反假货
币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反假货币意识和提升防范假
货币能力，保护群众利益。

本次活动主要宣传 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部分券别防伪特
征、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100元券防伪特征、《不宜流通人民币
纸币》《不宜流通人民币硬币》行业标准以及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
法行为等相关内容。

工商银行资阳分行切实用好网点平台，做好阵地反假货币宣
传工作。通过网点门楣 LED屏及网点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反假
货币宣传片、柜台及展架摆放各类宣传资料、网点客服经理现场
讲解等方式提高银行客户群体反假货币能力。该行还积极开展
集中外出宣传活动，走进资阳建东建材市场，向商家发放宣传资
料，并让商家现场对 2019 年版新版人民币进行观察、触摸，了解
新版人民币防伪特征，发放宣传资料 200余份，接受咨询 80余人
次。此外，积极引导客户参加 2019 年“反假货币小超人”网络答
题，让客户了解反假货币及新版人民币相关知识，参与答题 4767
人次。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记者 吴雨）中国银联 8日发布数据
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日至 7日），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达到 2.03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8.4%。

今年国庆假期，居民“吃”“行”“购”消费稳步增长。银联交易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消费金额同比增幅超过3成，宾
馆住宿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35.6%，餐饮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40.3%。

银联交易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以电影、戏剧等为主的娱
乐类消费增长明显，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超过 7成。同时，夜间消费
成为新亮点，餐饮、娱乐类消费增速较日间更高。今年国庆假期
夜间 22点至次日 6点，夜间餐饮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55.5%，高于餐
饮行业平均增幅；娱乐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过 8成，高于娱乐类
消费平均增幅。

在境外用卡方面，今年国庆黄金周，中国游客在 144个境外国
家和地区使用银联卡，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0个，其中“一带一路”
沿线热度持续。越来越多游客在境外交通、餐饮、娱乐类商户使
用银联卡，其中航空、铁路、租车、加油等交通类商户银联卡交易
量同比增长逾五成。

此外，银联方面介绍，中国游客在 45个境外目的地使用云闪
付 APP扫码支付，或开通银联手机闪付“挥”手机支付，带动银联
移动支付境外交易额同比增长近 20%，其中银联二维码支付交易
量同比增长超过 8倍。

工商银行资阳分行积极开展
反假货币宣传月活动

根据工作需要，我公司拟招聘子公司总经理 1名，作为子公司成
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资阳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名字以工商注册为
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岗位要求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身体健康，遵纪守法，政治思想素质

好；无违法犯罪记录；
2、年龄 4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可放宽至 45周岁；
3、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农林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商务管理、经济管理、法律、金融等相关专业；
4、具备在农业农村等相关工作岗位从事农村改革或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统筹城乡改革、农村产权流转等相关工作 3年以上工作经验，
具有 2年以上相关部门领导管理工作经验；

5、具有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者可适当放宽年龄和专业要求。
二、待遇：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挂钩，具体面议。
三、报名时间及方式
1、时间：2019年 10月 9日至 10月 30日
2、方式：网络报名。将个人详细简历、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相

关 职 称 资 格 证 书 扫 描 件 及 其 他 证 明 材 料 发 送 到 指 定 邮 箱 ：
25293329@qq.com。提供虚假、无效证件或不如实填写相关情况的，
取消录用资格。

资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

招聘公告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新规10月8日开始执行
□刘 琪

根据央行此前发布的《关于新发放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的公告》显
示，10 月 8 日起，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定价基准加点形
成。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
低于相应期限 LPR，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 LPR 加 60个
基点。另外，商业用房购房贷款利率不得
低于相应期限LPR加 60个基点。

同时，央行表示，人民银行省一级分
支机构应按照“因城施策”原则，指导各
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在国家统
一的信贷政策基础上，根据当地房地产
市场形势变化，确定辖区内首套和二套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加点下限。另

外，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暂不
调整。

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直接挂钩的
LPR 报价也因此备受关注。央行发布的
2019年 9月 20日 1年期LPR为 4.20%，5年
期以上 LPR 为 4.85%。相比前值，1 年期
LPR 已经连跌两个月，5年期 LPR 环比上
月持平。

东兴证券研报认为，受益于前期降
准，新的 1年期LPR下行 5BP，按揭贷款的

“锚”即 5 年期 LPR 保持不变。而从 2002
年以来，不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都是同步
调整的。因此其将这种结构性降息解读
为稳房价稳预期，延续之前对房地产金融
偏紧的调控思路。

对于 10月 8日执行的新LPR报价，市
场十分关心房贷利率是否会发生变化。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中原地产研究中

心咨询了各地主流银行，从整体数据看，
房贷利率平稳过渡是主流。10月 8日后，
虽然房贷合同变化，但房贷执行利率并无
变化。多家银行均表示，放款周期与房贷
利率，与之前 9月份并没有变化。

房住不炒要求下，市场平稳是主流。
“与改制后的首次 LPR 报价水平相

比，本次 5 年期 LPR 水平并没有发生变
化，依然凸显出央行有意稳定房地产市
场的态度。按照房贷新政规则，10月 8日
后新发放的住房个人贷款，首套房的利
率不低于 4.85%，二套房不低于 5.45%。”
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李万赋表示，目前已
经有一些银行开始试点 LPR 房贷新政，
这些银行的加点基数都是基于 8 月 20 日
公布的 LPR5年期水平。本次 5年期报价
水平不变，意味着 10 月 8 日房贷新政正
式实施时，已试点的银行加点数大概率

保持稳定。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体来看，
LPR 政策落地前后，各地银行房贷利率
不会变化。目前，各地房贷利率基本平
稳，出现明显波动的不多，大部分银行依
然正常放款，利率微调很少。从全国主
要的一二线城市看，目前利率水平相比
2019年二季度有轻微波动，但 80%以上城
市依然维持在过去 2 年的最低利率。所
有城市的房贷利率相比 2018 年四季度，
都没有上行。

有分析人士指出，不管是降准措施，
还是LPR新报价机制的推出，最终都是期
望通过银行传导可以降低贷款实际利
率。短期来看，这轮政策主要是为了降低
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房贷利率下降的可
能性不大。 据人民网

黄金既是一种国家战略储备，在个
人手里，也可以作为商品来流通或保

留购买力。世界黄金协会的一份
报告指出，在 2008至 2018年的

10 年间，投资组合中配置
黄金对回报率有明显

的好处，配置的
黄 金 在 1%

至 5%

之间时，黄金越多，回报越多，波动率越
小。

中国黄金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 523.54
吨，其中黄金首饰 358.77 吨，同比增长
1.97%。《羊城晚报》今年 5 月报道，客户一
次性购买 10 千克以上金条的情况多次出
现，还有一位大户购买金条 1000 万元，约
35公斤。

不过，对于投资者，资深金融业分析
师肖磊提醒，如果没有长期待在一个市

场，只是想在短期内获得足够大
的回报，难度非常大，要警

惕在市场热度高时

进场反被套牢的风险。
新京报记者也注意到，虽然金价近

一年整体上涨，但多头和空头间一直在
“打架”，金价出现过多次骤跌情况。例
如今年 6 月，受美联储暗示 7 月不会大幅
降息等因素影响，金价出现过一天内下
跌超过 1%的情景；9 月上旬，中美重启贸
易谈判、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肯定美国经
济现状等举动缓解了市场风险情绪，金
价一度失守“1500 关口”，一周左右的时
间内回吐近一个月涨幅。

业内人士建议，投资者除购买实物黄
金外，还可以通过投资黄金股、购买黄金
基金等方式获取回报。 据人民网

受委托，我公司于 2019年 10月 25日上午 10:00
时在安岳县菲美斯酒店会议室对以下标的按照现
状依法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1、岳阳镇铁西街，现出租“野菌汤”，共 2 间商

铺，建筑面积分别约 61.62㎡、56.88㎡，起拍价 99万
元、91万元，保证金 10万元/间。该标的整体购买优
先，起拍价 190万元，保证金 20万元。

2、岳阳镇铁西街，现出租“芝林大药房”，共 3间
商铺，建筑面积约 66.36㎡/间，起拍 107万元/间，保
证金 10万元/间。该标的整体购买优先，起拍价 321
万元，保证金 30万元。

3、岳阳镇铁西街，现出租“知味轩”，共 5 间商
铺 ，建 筑 面 积 约 61.62㎡-68.73㎡，起 拍 价 99 万
元-110 万元，保证金 10 万元/间。该标的整体购
买优先，起拍价 531 万元，保证金 50 万元。

4、岳阳镇铁西街，现出租“味品惠串串”，共 6间
商铺，建筑面积约 60.06㎡/间，起拍价 96 万元/间，
保证金 10 万元/间。该标的整体购买优先，起拍价
576万元，保证金 50万元。

5、岳阳镇铁西街，现出租“芭夯兔”，共 5 间商
铺，建筑面积约 60.06㎡/间，起拍价 96 万元/间，保
证金 10 万元/间。该标的可整体购买优先，起拍价
480万元，保证金 50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公告之日起，在标的

物现场展示及资料在公司展示。
三、竞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于 2019年 10月 24

日 16：30前（以到账为准）将保证金(注：交同等金额
保证金可以任意竞买一间，高金额保证金可以竞买
低金额保证金标的）交到拍卖公司指定账户（户名：
四川昌达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成都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长 顺 支 行 、账 号 ：2201 2010 2163 1000
0012）不计息，并于 10 月 23-24 日凭有效证件和银
行回单到铁西街鱼品天下 2楼（大唐网咖）办理竞买
报名登记手续（报名资料费 200元/间）。

四、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标的的产权、国土过
户税费，根据《国家房地产管理办法》及交易法规由
买卖双方各自承担。2、涉及上述标的担保物权人、
优先购买权人(如：承租人等）等未按时报名参加竞
买，即视为弃权。3、以上标的物以现状拍卖，标的
瑕疵由竞买人自行了解，拍卖人及委托人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详情可到拍卖公司网站（www.changdapaimai.
com）查询。

拍 卖 公 司 咨 询 电 话 ：18583736525 张 女 士
13008121505何先生

安岳县农商银行可提供贷款。
咨询电话：唐先生 13982998655

四川昌达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铁西街临街门市拍卖公告

金价一年累涨逾20% 央行连买十个月

如果在去年国庆花 2.7 万元左右
买100克黄金，留存到今年国庆出手，
可赚约 8000 元。这是按这一年国内
现货黄金价格增幅计算出的理论收
益。Wind 数据显示，近一年国内外金
价涨幅均超过 20%，全球央行也在争
相储备黄金。10 月 6 日中国央行公布
的数据显示，我国已连续十个月增持
黄金。

□ 程维妙 陈鹏 据中国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9 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6264万盎
司，较8月的6245万盎司增加了19万盎司。
这是中国央行连续第10个月增持黄金。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
济师王春英曾解释过我国增持黄金的原
因：“黄金兼具金融和商品的多重属性，

有助于调节和优化国际储备组合的整体
风险收益。中国央行从长期和战略的角
度出发，根据需要动态调整国际储备组
合配置，保障国际储备的安全、流动和保
值增值。”

央行增持黄金的同期，金价处于疯狂
上涨通道。国内金价方面，截至最近一个

交易日收盘，国内现货黄金 9999由去年国
庆前夕（9 月 27 日）的 266.7 元/克上涨至
今 年 9 月 30 日 的 344.5 元/克 ，涨 幅 达
29.2% 。 国 际 金 价 方 面 ，COMEX 黄 金
1912 由去年 10 月 1 日的 1225 美元/盎司
上涨至今年 10 月 4 日（周五）的 1510.3 美
元/盎司，涨幅为 23.3%。

央行连续十个月增持黄金

俗话说“乱世黄金”。中国黄金协会此
前在总结2019年上半年金价变化原因时提
到，在全球经济放缓、货币宽松愈演愈烈、地
缘政治危机加剧等情形下，黄金价格向上
突破，最高价已重返2013年6月份水平。

不少业内人士对黄金后市仍持看多
态度。综合多方分析，在中国国庆假期
期间，美国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 PMI、私人部门就业、非制造业 PMI 三
项关键经济数据均低于市场预期，再度

引发各界对美国经济衰退的讨论，美联
储 10月降息预期升温；WTO批准美国每
年对价值约 75亿美元的欧盟进口商品和
服务加征关税，欧美贸易摩擦或加剧；英
国公布最新脱欧方案，若谈不拢就寻求
硬脱欧。这些因素都对金价下一步走势
形成支撑。

“黄金未来五年以上都会维持强势上
涨的大趋势。”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
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一方面是全球货币宽松，负利率在多国盛
行，为了保值，买进黄金成为主要的被动
型防御策略。全球央行都在不停地增持
黄金，反映了各国政府对未来货币市场购
买力价值下降的担忧情绪。另一方面考
虑到美元 2014-2019年升值周期结束，未
来美元将会进入贬值通道。

黄金分析师李兴淼认为，避险消息不
时出现，因此整体看涨黄金，高点可能在
1600美元/盎司附近。

地缘风险不断、全球经济衰退等因素支撑金价

个人怎么买合适？个人投资者谨防盲目追高

国庆假期银联网络交易金额
增长近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