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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财经

美银美林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

对整体形势表示乐观

尊敬的各位业主：
金地格林泊乐花园1-4栋（原买卖合同约定栋号为：66-69栋）已满足办理

不动产权证书的条件。关于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所需资料、费用等的相关信息，
我司已通过向阁下寄发《金地格林泊乐花园办理1-4栋不动产权证的通知》的
形式告知阁下，请阁下按照办证通知的要求于2018年1月1日前带齐资料亲自
前往本项目营销中心集中办理领取资料及签订相关文件等有关申办手续。

如您未能如期收到我司通知或对通知书内容有不明之处，请电询我司：
0756-5517207。

特此通知！顺颂时祺！
珠海竹胜园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7日

金地格林泊乐花园1-4栋
关于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通知

尊敬的各位业主：
金地格林春晓花园二期45-47栋已满足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条件。关

于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所需资料、费用等的相关信息，我司已通过向阁下寄发
《金地格林春晓花园办理二期45-47栋不动产权证的通知》的形式告知阁
下，请阁下按照办证通知的要求于2018年1月1日前带齐资料亲自前往本
项目营销中心集中办理领取资料及签订相关文件等有关申办手续。

如您未能如期收到我司通知或对通知书内容有不明之处，请电询我司：
0756-7730216。

特此通知！顺颂时祺！
珠海市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7日

金地格林春晓花园二期45-47栋
关于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通知

珠海市百分百商业有限公司就珠
海市百分百商业有限公司信息化建设
项目组织竞争性谈判，欢迎合格的供应
商前来参加。

采购内容：为珠海市百分百商业
有限公司进行超融合信息平台建设及
网络安全建设提供相关设备、软件及
调试。

项目预算总价：￥320655.22
购买谈判文件时间：2017年12月

7日至2017年12月13日
购买谈判文件地点：珠海市香洲区

前山翠前南路238号二楼。
联系电话：0756-3345551转808
具体供应商资格要求、购买谈判文

件资料等要求，请见珠海市百分百商业
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zhbfb.
com/）。

珠海市百分百商业有限公司
二0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采购公告

珠海市百分百货仓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就珠海市百分百货仓超市连锁有限
公司设备采购项目组织竞争性谈判，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前来参加。

采购内容：
包组A：电脑设备及收银设备；预算金额：234849.83；
包组B：空调设备及冷藏柜设备；预算金额：511471.14；
包组C：陈列货架及烟酒柜；预算金额：443137.55；
包组D：广告招牌；预算金额：108779.87；
购买谈判文件时间：2017年12月7日至2017年12月13日
购买谈判文件地点：珠海市香洲区前山翠前南路238号二楼。
联系电话：0756-3345551转808
具体供应商资格要求、购买谈判文件资料等要求，请见珠海市百分百商业

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zhbfb.com/）。
珠海市百分百货仓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二0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采购公告
一、标的名称：珠海公交信禾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公交海洲运输有

限公司车辆维修服务采购联合招标项目。
二、购买招标文件时间：自2017年12月7日起至2017年12月18日止，

每天9:00-12:00，14:30-17:30（节假日除外）。
三、网上注册报名时间：2017年12月7日8：30起至2017年12月26日

17:00。
四、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广东时代华启招标有限公司（珠海市香洲紫

荆路63号五楼517室），联系人：李先生，0756-2211516。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招标公告在《珠海特区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http://ggzy.zhuhai.gov.cn/上发布，招标过程的澄清、答疑及其他特
别公告以交易中心网站公布为准。

珠海公交信禾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公交海洲运输有限公司
广东时代华启招标有限公司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7年12月7日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1700491C）

新华社纽约12月 5日电
美国知名投资银行美银美林5
日举行全球经济年终展望会，
发布2018年全球经济十大预
测，对全球经济整体形势表示
乐观。

一、标普500指数将继续
上涨。预计标普500指数将于
2018年底达到2800点，但期
间可能会遭遇10％甚至更高
幅度的回调。

二、全球经济稳健增长。
预计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将
达到 3.8％，高于 2017 年的
3.7％，大部分经济体都将呈现
加速增长态势。

三、美国经济加速增长。
预计2018年美国经济将增长
2.4％，高于 2017 年的 2.2％，
明年美国失业率将进一步降至

3.9％。税改方案将令2018年、
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提高
0.3个百分点。

四、全球通胀水平将有所回
升。2018年底、2019年底美国
核心通胀率将分别涨至1.8％、
2.0％；欧洲通胀水平也将轻微上
升，预计明年底核心通胀率会达
到1.2％，仍低于欧洲央行2％的
目标。

五、新兴市场投资回报率下
降。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欧洲
央行逐步退出货币宽松等因素，
都将影响新兴市场债券、股票等
市场的投资回报，地缘政治风险
等也会增加新兴市场不确定性。

六、美联储升息步伐或超预
期。市场可能低估了税改方案对
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明年
一季度美联储加息节奏可能进一

步加快。
七、外汇市场波动增强。

美联储加息及税改导致美元回
流等因素将推高美元，预计明
年一季度美元指数有望触及
97的高位。但全年看，受全球
央行政策变化及地缘政治风险
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将会出
现较大幅度波动。

八、大宗商品市场稳中有
涨。美联储加息及美元升值将
对国际油价走势造成下行压
力，但全球需求增长及产量控
制将抵消这一不利因素，明年
年中伦敦布伦特油价预计将涨
至每桶70美元左右。

九、信贷息差收窄。全球
信贷市场基本面趋势不尽相同，
并不存在单一的全球信贷周
期。对美国而言，由于信贷市场

需求旺盛，预计2018年上半年
信贷息差会收窄；由于量化宽松
和负利率，欧洲市场信贷息差预
计将连续第二年收窄。

十、美国股市投资回报将
继续强于债市。预计2018年
美国股票市场投资回报将连续
第七年强于债市，将创1928年
以来新高。

美银美林全球经济研究主
管伊森·哈里斯表示，总体来
看，美银美林对2018年全球经
济增长保持乐观，大部分主要
经济体都会呈现出高于趋势增
长、温和通胀态势。

他同时表示，在2018年全
球经济下行压力方面，地缘政
治风险、贸易保护主义、通胀超
预期增长是最值得关注的三大
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6日电
周三，两市惯性低开，以中国平
安、新华保险为首的金融股低开
低走，沪指缺乏权重股护盘，一举
跌破3300点，午后再度下行；创
业板指数早盘冲高回落，午后V
型反弹，涨逾1%；上证50跌逾
1%，沪深300指数跌近1%。两
市成交量较前一日缩量。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跌 破
3293.96点，跌0.29%；深成指报

10911.33点，涨0.52%；创业板指
报1784.31点，涨1.46%。

板块方面，芯片概念、集成电
路、半导体及元件、高送转、无人
零售、二维码识别、4G5G等涨幅
居前；钢铁、航运、银行、石油、保
险、酒店餐饮、运输、燃气水务等
跌幅居前。个股方面，ST股除外，
中欣氟材、好太太、香飘飘、润禾
科技等20余股涨停；济民制药、大
连电瓷、浪莎股份等股跌停。

创业板指数涨1.46%

V型反弹 芯片概念领涨

本报讯 记者耿晓筠报道：
喜欢收藏纪念币的珠海市民有
好消息了：中国人民银行定于
本月 13 日发行“和”字书法
——楷书普通纪念币一枚，纪
念币采取预约发行的方式，从
7日开始市民可以选择网上预
约或现场预约兑换。

据了解，人民银行本次发
行的“和”字书法——楷书普通
纪念币面值5元，直径为30毫
米，材质为黄色铜合金，发行数
量为2.5亿枚。纪念币正面主
景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内缘上方刊“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名，下方刊面额“伍圆”及
年号“2017”；背面主景图案为

“和”字的楷书书法，衬景图案
为书法的飞白，内缘右上方刊

“和”字五种书法体。
“和”字书法——楷书普通

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
相同，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
通。据介绍，本次承担广东地区
预约发行工作的银行是工商银
行，珠海市民可以通过银行官网
或各营业网点进行预约登记。
预约时间为7日-11日，每人预
约、兑换限额为40枚，兑换时间
为本月13日至22日，届时市民

只需带上二代居民身份证，前往
约定的营业网点办理预约兑换
即可。如需他人代领取，代理人
也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

据悉，从2009年开始，人
民银行发行“和”字书法系列普
通纪念币，今年发行的是第5
枚。2009年为篆书“和”字、
2010年为隶书“和”字、2013
年为行书“和”字、2014年为草
书“和”字，今年即将面世的

“和”字为楷书。最新的市场行
情显示，第一枚“和”字纪念币
的身价已经涨到120元/枚，收
藏潜力和升值空间令人咂舌。

今日开始预约纪念币
市民可以选择网上预约或现场预约兑换

据新华社广州12月 6日
电 广东银企携手落实总额为
5000亿元的授信支持“居者有
其屋”。5日，工商银行广东省
分行营业部与广州市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住房
租赁战略合作协议》，工行为其
提供200亿元授信资金支持发
展住房租赁市场。

据介绍，此次授信的200
亿元资金将用于政策性住房
（含公租房、廉租房、人才公
寓等）、自有存量房以及三旧
改造地块建设租赁房的整
合、建设、供应和运营管理。
为了快速启动租房租赁业
务，工行还提供20亿元前期
项目启动资金。

此前，工行广东省分行营
业部与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为广州市住房租赁市场
提供5000亿元资金支持。该
行将综合运用资金、客户、渠
道、网络等优势助力广州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

工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有
关人士称，该行将打造“金融＋
地产＋运营”的合作新模式。

广东银企携手持续支持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将提供200亿元
授信资金

刚刚工作不久的郭晓晓省
吃俭用攒下了四万块钱。本着

“理财要趁早”的理念，她今年
购买了两只基金。

“我有个小目标，希望通过
理财收益让自己在买高端品牌
的衣服和护肤品时不那么肉
疼。”郭晓晓告诉记者，余额宝
和银行理财的收益率照比小目
标差得有点远，股市自己又搞
不懂，所以选择买基金。然而，
统计显示，目前市场上的公募
基金数量已经突破4000只。
从海量基金里挑出几只心仪
的，可比挑衣服难多了。

这从郭晓晓买的两只基金
表现上可见一斑。她同样用两万
块钱分别买了两只基金，在持仓
的小半年时间里，表现好的一只
收益率超过20%，而表现差的一
只不仅没赚还让她赔了近10%。

虽然总体收益基本让郭晓
晓完成了自己的小目标，但是面
对这么多基金，她坦言还是有点

“选择焦虑”。这种焦虑其实很

多投资者都有，这么多基金到底
该怎么选呢？咱们分几步说说。

第一步，不妨先来看看公
募基金市场的整体情况。中国
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10月底，我国境内共
有基金管理公司113家，管理
的公募基金资产合计11.34万
亿元，与2016年底相比，增长
超2万亿元。这说明，随着大
家收入的增长，理财需求也越
来越旺盛。公募基金市场的壮
大也给了“郭晓晓们”越来越多
的投资选择。

第二步，基金类型之间大
不同，一定要弄清楚什么类型
的基金适合自己。

货币基金、短期理财基金
风险小，流动性好，是投资者闲
散资金的管理工具，但收益率只
能和余额宝、银行理财差不多。

股票型基金、混合偏股型
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市场，适
合于高风险、高收益偏好的投
资者借“基”布局股市。

QDII类产品比较“洋气”，
为谋求布局海外投资的投资
者提供了渠道。

指数类基金跟踪某一标的
指数，获取指数上涨带来的长
期收益，适合投资者进行定投。

今年公募基金市场添了
“新丁”，就是公募FOF产品。
这类产品由基金经理在全市
场精选好“基”，投资范围广，
满足投资者配置各类资产的
需求，也为刚入门基金投资的
投资者提供了新的选择。

第三步，在“真刀真枪”地
投资之前，你还要好好了解一
下这只基金的“前世今生”。
三个选基小窍门送给你：一看
基金业绩，二看基金经理，三
看基金报告。

建信基金专业人士提醒，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基金
投资也不会“一夜暴富”，只有
坚持长期投资，才能看见资产
增值带来的回报。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4000只海量公募基金该如何选？

坚持长期投资才能看见回报

据新华社纽约12月 5日
电 国际油价上涨主要基于石
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非欧
佩克产油国延长原油减产协议
消息提振，投资银行高盛日前
调高了对2018年纽约油价和
布伦特油价预期，分别提升至
每桶57.5美元和每桶62美元。

同时，分析人士认为，今年
以来投资者在原油市场的需求
强劲，市场情绪乐观稳定，也是
油价上涨的动力。

国际油价上涨

12 月 6 日，高青县前赵村居
民赵桂兰在合作社大棚内采摘茄
子。

近日，山东高青县鲁青蔬菜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引进质量追
溯系统，采用二维码技术，为出产
的优质蔬菜配上了“电子身份

证”。消费者只要扫描二维码就
可对合作社产品进行全程查询，
动态了解田间管理、用肥用药、采
摘、包装等信息。目前，合作社优
质蔬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300
亩，可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 350
人。 新华社发

优质蔬菜有了“电子身份证”

韩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5日
说，将使用人工智能（AI）技术“武
装”反洗钱调查系统，更有效打击
新型洗钱方式。

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副主席
金永范（音译）当天在“亚太反洗
钱小组”首尔会议上说，这一机构
明年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反
洗钱信息分析系统，让复杂、隐蔽
的洗钱方式难以遁形。

“不远的将来，金融机构和金
融技术公司将可借助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分析技术识别可疑洗钱交
易，”他说，“区块链技术将让客户
尽职调查变得更高效。”

按金永范说法，金融技术公
司“匿名、非面对面和自动化交易
等特点都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
带来类似网络攻击的新风险”。

“加密货币和电子钱包常被犯
罪分子利用，掩盖网络赌博、贩毒
等跨国犯罪行为，”金永范说，“这
让防范和追踪洗钱变得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困难。” 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拟用AI技术助反洗钱调查

有效打击新型洗钱方式

新华社芝加哥12月 5日电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
投最活跃的2018年2月黄金期
价5日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2.8美
元，收于每盎司1264.9美元，跌
幅为1％。

分析人士说，美元指数继续
回涨以及市场对美国税改前景的

乐观预期，大幅拉低了黄金期价。
5日其他贵金属方面，明年3

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30.5
美分，收于每盎司16.068美元，
跌幅为1.86％；明年1月交割的
白金期货价格下跌8.5美元，收
于每盎司 917.5 美元，跌幅为
0.92％。

纽约金价下跌
收于每盎司1264.9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