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长江期货看市

白银箱体区间难破

□李富

3

月份以来，白银一直在年内

低点附近震荡， 与同为贵金属的

黄金相比显得疲弱。 近两周在塞

浦路斯援助问题的推进过程中，

黄金获得避险买盘支撑徒步走

强， 而白银却并不太敏感。 现阶

段，塞浦路斯危机获得转机，而美

联储最新政策会议因无新意也无

法撼动白银， 白银短期的炒作热

点在逐步淡化。

首先，欧元区内，意大利政局

虽仍悬空，但市场焦点近期转至塞

浦路斯，该国也无疑成为近两周白

银市场的投资轴心。因受避险情绪

推动， 黄金与美元曾出现同步走

高， 白银虽也获得支撑但涨幅十

分有限。 尽管贵金属有了新的上

涨动力， 但欧元区内部危机似乎

时常在最紧张的时候看到转机。

这次同样如此。 针对存款税这一

导火索， 塞浦路斯国会表决最终

并未通过， 且该国政府在上周五

取得了两大进展为满足三驾马车

援助协议奠定了条件， 这同时也

大大舒缓了市场情绪。 两大进展

包括塞浦路斯与希腊就剥离银行

业在希腊的分行达成一致， 以及

塞国通过了“国家团结基金法案”。

此外， 欧元区财政会议已

批准欧盟和

IMF

解决塞浦

路斯银行系统危机问题的

计划， 且欧元集团与塞浦

路斯政府就未来宏观经济

调整项目必须的要素达成

了一致， 欧盟发言人还表

示对塞浦路斯银行业不强

加任何存款税。 一连串消

息传出后， 市场情绪得到

改善， 美元与黄金在上周

五下跌、 美股上涨就是最

直接的体现。

其次，自

2

月份美联储公布了

会议纪要之后， 尽管陆续有官员

讲话巩固了宽松政策的可持续

性，但白银都未能从中获益。 在

2

月

20

日的最新政策会议上 ，

FOMC

宣布维持利率在

0-0.25%

区间不变，并重申将以每月

450

亿

美元的进度购买较长期美债，以

每月

400

亿美元的进度购买机构

MBS

。 整体来看，会议内容并无

新意，银价也粘滞难上。 曾多次

的美联储政策会议都对黄金和

白银的波动有着明显影响，然而

近两次的动态却大相径庭。 这一

方面可能是因为市场已经在预

期中吸收了会议结果，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因为投资者在短期政

策调整预期降低的前提下产生

了对政策炒作的钝化。尽管政策

炒作淡化，但宽松环境毕竟并未

实质改变，这或许能为白银提供

依托。 不过，在政策层面缺乏新

的炒作点时，美国方面的重要经

济数据对于白银波动仍有指导

意义，特别是就业市场的相关数

据，而近期整体表现不错的数据

恐将构成银价大幅上涨的压力。

结合这两点，短期内白银的箱体

区间或将继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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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期货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收

到中国证监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3]265 号）

《关于核准长江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湘财祈

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批复内容主

要如下：

1、 核准长江期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江期

货)受让湘财祈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

祈年期货)全部股权，并吸收合并湘财祈年期货。

2、吸收合并完成后，湘财祈年期货依法解散，

湘财祈年期货的营业部变更为长江期货的营业

部，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上述长江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湘财祈年

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事项，已由公司单一股东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8 日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已于 2012年 11

月 6日在《期货日报》刊登合并公告。

长江期货有限公司自收到批复之日起，将正

式开展合并工作。 合并期间，长江期货有限公司

期货经纪业务照常进行。 本次合并后，原湘财祈

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权利和义

务（含期货经纪合同）、客户资产均由合并后的

存续公司长江期货有限公司接收和继承。

长江期货有限公司将根据 《公司法》、《期

货交易管理条例》和《期货公司管理办法》等各

项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做好各项

吸收合并工作，妥善安置客户和员工，平稳有序

推进合并工作开展，认真落实合并方案。 有关客

户方案和债权、债务、客户持仓、客户保证金的处

理方式等事项将另行公告和通知。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新华路特 8 号

长江证券大厦 8楼 邮编：430015

联 系 人：梅晨

联系电话：027-65799997

长江期货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湘财祈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于 2013年 3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签发的 （证监许可[2013]

265号）《关于核准长江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湘财祈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批复

内容主要如下：

1、核准长江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期

货)受让湘财祈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

财祈年期货)全部股权，并吸收合并湘财祈年期货。

2、吸收合并完成后，湘财祈年期货依法解散，

湘财祈年期货的营业部变更为长江期货的营业

部，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上述长江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湘财祈年

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事项，已由公司 2012年 11月

1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

过，并已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在《期货日报》刊

登合并公告。

湘财祈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自收到批复之

日起，将正式开展合并工作。 合并期间，湘财祈

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及各营业部期货经纪业务

照常进行。 本次合并后，原湘财祈年期货经纪有

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权利和义务（含期货经

纪合同）、客户资产均由合并后的存续公司长江

期货有限公司接收和继承， 并按照长江期货有

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开展业务。

湘财祈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将根据 《公司

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期货公司管理

办法》 等各项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

定，做好各项吸收合并工作，妥善安置客户和员

工，平稳有序推进合并工作开展，认真落实合并

方案。 有关客户方案和债权、债务、客户持仓、客

户保证金的处理方式等事项将另行公告和通知。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399 号

信达大厦 3楼 A座 邮编：200040

联 系 人：陆蔚

联系电话：021-62898366-8106

湘财祈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长江期货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吸收合并的公告

湘财祈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吸收合并的公告

联合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3年4月10日下午3点

在宜兴市龙潭西路290号荆溪宾馆一楼会

场举行拍卖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深圳市海恒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的40.35%股权。参考价8900万元

二、展示时间：即日起接受咨询，查

看资料。

三、竞买登记：有意竞买者需于2013

年4月9日下午3点前（到账为准）向宜兴

市人民法院交纳参拍保证金900万元（户

名：宜兴市人民法院，开户行：江苏宜兴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营 业 部 ， 账 号 ：

3202230101201000100142） 后持有效证

件和保证金收据至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

四、特别说明：1、竞买人身份须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标的物股权转让

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 并承担相应的

税、费。 3、在同等条件下，深圳市海恒智能

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五、联系方式：

江苏中山汇金拍卖有限公司

0510-82933921� � 13961581216

江苏省实成拍卖有限公司

025-86895888� � 13951672399

江苏金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0510-87072178� � 18961728719

2013年3月26日

市场看空氛围浓重

“铜博士” 隐忧：库存创十年新高

□本报记者 官平

如果说， 铜价是宏观经济的

“晴雨表”，铜库存就是铜价的“体

温计”。 近来， 伦敦金属交易所

（

LME

） 铜库存创十年来新高，这

令有 “铜博士” 之称的金属铜担

忧：库存这么高，需求上不来，这

铜价能不下去吗？

分析人士称， 由于二季度中

国铜需求料将回升， 铜价企稳可

能性较大， 但大周期铜价向下趋

势亦几无变数。

沪伦两市库存高企

一直以来， 高库存就是铜价

的“心病”，从近期市场来看，这块

“心病”愈发严重了。

伦敦、 上海两市库存均创十

年来新高。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2

日当周， 伦铜库存续增

5025

吨至

562472

吨， 创下

2003

年

10

月以来

的高点；同期沪铜库存

23.9

万吨，

刷新

2002

年

7

月以来的高点。

铜库存， 分为显性和隐性库

存，有公开的统计数据是显性，而

如社会库存、 保税区库存没有官

方统计的则成为隐性库存。 自去

年以来， 市场一度传闻上海保税

区铜库存达到近

100

万吨，这部分

铜主要用于融资， 其最终会否真

正进入产业供需尚不得而知。

中证期货研究所分析师吴锴

表示， 最新的国际铜业研究组织

ICSG

报告说， 如果不是中国去年

大量的进口铜进入保税区， 全球

铜供应其实进入到过剩态势。 数

据显示， 中国

2012

年精炼铜进口

量大幅增加

20%

至纪录高位的

340

万吨，超过

2009

年创出的前纪

录高位

319

万吨。

吴锴预计， 今年全球铜供应

将处于供需格局转变的一年，这

种持续增加的库存量给铜价带来

了非常大的压力， 如果后期不能

看到下游需求的持续好转， 尤其

是我国消费旺季如果迟迟启动，

铜价将不太乐观。

中国需求可能不及过去

“库存持续增加表明现货市

场消费不及预期， 对铜价构成利

空。 ”上海中期期货分析师方俊峰

表示， 当前的利空因素主要是国

内现货消费不及预期， 且全球宏

观面发生微妙变化， 欧债问题重

新进入投资者视野， 塞浦路斯问

题并不会延续很久， 市场并无太

大必要过分担忧这个问题；相反，

中国现货消费低迷可能持续的时

间较长，

7.5%

的

GDP

增速可以令

人想象今年有色金属消费增速会

有限。

中国海关最新公布的进口分

项数据中，

2

月中国精炼铜进口量

仅

21.5

万吨，创

2011

年

8

月以来的

新低。 浙商期货研究所分析师王

琳表示， 进出口行为反映出今年

国内传统需求旺季非常清淡，鉴

于年内国家电网投资计划仅增长

4%

，房地产建设与销售带动的五

金件、空调、冰箱、产量难以高速

增长的需求环境下， 供应压力对

中期铜价的影响时间较长。

方俊峰也预计，

2013

年中国

传统旺季需求料将不及往年，制

造业旺季给铜价带来的利多作用

整体有限， 但仍然有很多基建项

目维持着中国庞大的铜消费。 现

阶段，铜的下游产业中，电线电缆

行业的情况相对乐观。

市场看空气氛愈浓

近期， 国际铜价因塞浦路斯

债务问题低位剧烈震荡，截止到

3

月

19

日，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

会

(CFTC)

公布的铜期货基金净空

持仓大增

10026

手， 达到

16170

手

的相对较高水平， 占总持仓的

9.59%

。

19

日当天，伦铜创出

6

个月

低点，收于每吨

7510

美元。 可见，

市场看空氛围较为浓重。

王琳表示，投资基金大量增持

净空单与宏观风险事件密切相关，

短期内该风险事件已经得到缓解，

预计投资基金空头的主动减持，将

令国际铜价近期难以再创新低。

吴锴说，目前市场仍然比较

忧虑的还是来自于欧洲，前期塞

浦路斯问题让投资者信心受到

打击，但市场已在逐步消化这些

利空因素，欧洲利空因素属于短

期干扰， 不构成持续性影响，主

要还是要看全球经济的趋势性

走向。

2013

海通期货 “笑傲江湖”实

盘大赛开赛已三周，总参赛人数达

4728

人。

近三周的行情运行较为反复，

这对短线交易的选手而言有明显

的优势。 目前 “极地风云”全赛程

前十排名几乎被短线交易的选手

所占据。

2011

年度总冠军安徽韦航投

资的核心人物更换参赛马甲为“韦

航投资（我有时间了）”强势回归，

依然维持其擅长的中短线交易、持

重仓的激进风格， 短短三周斩获

270

多万元收益额， 总收益率飙升

至

96%

，以日均

13%

的收益率积聚

收益。 韦航投资曾在采访中表示：

对于短线操作，不能恋战，快进的

同时要做好快出准备。一旦需要止

损时， 就不必再花时间分析行情，

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最真的。不

要去寻找过去类似行情来比较，然

后期待奇迹重现， 历史或许会重

现，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

自上届以来便表现不俗的选

手“成冠投资（稳健）”及“成冠投资

（激进）”依然保持其在股指交易上

的领先优势。

“往事如风”、“一舜资本扬

仔”的日内成交周转倍数达到

300

以上， 即日内的成交金额是账户

资金规模的

300

倍。 他们的收益曲

线有个共同点：稳定，以日均

4%

的收益率向前推进， 参赛以来最

大回撤控制在

-3%

以内。 之所以

能将稳健发挥到极致， 除了性格

和交易技术起重要作用之外，还

有他们对交易的谨慎态度及对风

险深入骨髓的理解：正如“扬仔”

提到的， 期货市场是一个高风险

的投资市场， 风险控制是增加盈

利的必要条件，能减少一点风险，

就增加了赢的机会。

本届大赛新增的 “产品

/

战队

组” 目前已引入了

2

个有限合伙产

品以及

14

个自由组合的战队加入

排名竞技。 团队作战务必牢记：你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个人英雄主义

未必能使战队绩效达到最佳状态，

只有以系统的思考及部署才能达

到“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目

前，“期指梦之队”、“陕西俊晖投

资”、“

MagicQuant

系列”位列三甲。

库存迎拐点 钢材期货偏强震荡

□中证期货 林玲

春节以来， 螺纹钢主力合约

rb1310

持续回落，

3

月

14

日最低下

探至

3741

点，随后连续反弹，到昨

日收盘为止，反弹了将近

150

点。

现货价格止跌企稳， 成交有

回升的迹象。 鉴于当前价格处于

较低位置， 后期螺纹钢期货价格

延续反弹格局概率较大。

首先，近日原材料价格下跌之

后有了企稳迹象。进口矿价在持续

下跌之后已明显企稳，上周至今连

续

4

个交易日

62%

的澳洲粉矿外盘

报价维稳在

134

美元

/

吨，普氏

62%

品位铁矿石指数下跌至

133.25

美

元

/

吨，也基本平稳。 国内钢坯价格

继续反弹，截止到上周五，唐山普

碳方坯出厂价格为

3270

元

/

吨 ，

20MnSi

方坯出厂价格为

3390

元

/

吨，较前一周末上涨

80

元

/

吨，库存

下降近

10

万吨。 据估算，近期建材

生产成本回落到

3500

元

/

吨附近开

始逐渐企稳。 同时，多数时间螺纹

钢价格走势都先于其生产成本的

变动。 从波动幅度来看，生产成本

的波动幅度要远超于钢材价格走

势，生产成本的波动对于钢价的判

断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 重点钢企产量出现回

落。 供应方面， 中钢协公布的数

据，预估

3

月上旬全国粗钢日均产

量为

208.46

万吨 ， 旬环比增长

2.48%

，钢协会员企业的粗钢日均

产量

167.55

万吨 ， 旬环比下降

3.28%

。全国粗钢日产量仍维持上

升态势， 但重点企业粗钢产量环

比开始出现回落， 或预示着大钢

厂目前已经有减产迹象。

社会库存方面， 至

3

月

22

日，

螺纹钢、 线材社会库存量分别为

1079.51

、

321.20

万吨， 较

3

月

15

日

的

1094.85

、

337.35

万吨分别下降

了

15.34

万吨和

16.15

万吨。 在经历

长达近四个月库存持续上升之

后， 上周国内建材库存终于出现

下降态势。从各地区来看，前期库

存体量较大或增长过快的北京、

西安、杭州、广州等地区均进入库

存消化期， 且去库存速度相对其

他城市较快。传统旺季到来，社会

库存下降的趋势或将延续。

最后， 此轮钢价止跌反弹，一

是连接最近两次低点（即去年

9

月

6

日低点和去年

11

月

30

日低点）的上

行支撑线对本轮回调（春节后至今

的调整） 的支撑正好在

3750

点附

近，再则此次经过了从

4298

高点下

来的调整，幅度超过了

12%

，基本面

的利空因素或许已经得到了一定

的反应和释放。 后期随着传统旺季

的到来， 下游需求正缓慢企稳回

升， 建材社会库存出现下降迹象，

静待两方合力能否给市场带来好

转。 鉴于当前价格处于较低位置，

后期期钢主力合约

rb1310

延续反

弹格局概率较大， 建议关注

3900-

4000

点能否有效突破。

大商所在黑龙江增设

黄大豆1号合约交割仓库

□本报记者 王超

为顺应当前国产大豆现货市

场变化， 增强期货市场服务 “三

农”和大豆产业的能力，

3

月

25

日，

大连商品交易所发布 《关于增设

黄大豆

1

号指定交割仓库的通

知》，在大豆主产地黑龙江设立两

家黄大豆

1

号指定交割仓库和一

家备用库。

据通知，此次设立的指定交割

仓库为中央储备粮哈尔滨直属库

和益海嘉里（哈尔滨）粮油食品工

业有限公司，备用库为九三集团哈

尔滨大豆制品有限公司，均位于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两家交割仓库均

为非基准指定交割仓库，与设在大

连的基准指定交割仓库的贴水为

150

元

/

吨。 新增两家交割仓库后，

黄大豆

1

号的指定交割仓库由原来

的

10

家增加至

12

家，市场大豆交割

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据介绍， 黑龙江是国产大豆

的第一大省， 年产量约

500

万吨，

占全国产量的

40%

左右； 黑龙江

还是国产大豆的重要贸易源头，

黑龙江大豆出省量约占全国省际

贸易总量的

40%

， 贸易范围辐射

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黑龙江也

是国产大豆榨油用量最大的省

份， 九三集团等多家大型大豆压

榨企业汇聚于此。因此，目前黑龙

江大豆价格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是国产大豆价格的形成基点和影

响中心之一。 在黑龙江设立交割

仓库，有利于增强黄大豆

1

号合约

价格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进一步

提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和价格

发现功能。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根据时

间推算， 预计新增交割仓库可在

A1305

合约的交割中使用， 黄大

豆

1

号客户产地交割愿望的实现

指日可待。

上期所：

加大对违规案件查处和打击力度

□本报记者 官平

3

月

25

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举办“上海期货交易所‘违规处

理办法’宣传视频讲座”。 上期所

副总经理席志勇表示，新修订的

《上海期货交易所违规处理办

法》于

25

日正式实施。

席志勇认为，期货市场交易

的安全和规范是投资者选择上

期所进行交易的重要保障，加强

对违规案件的处罚，确保期货市

场规范有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也是交易所核心价值观的

体现。

席志勇指出， 长期以来，上

期所高度重视期货法制建设，依

法依规监管。 今年上期所加大对

违规案件的查处，尤其是对以对

敲交易转移资金为主的违规行

为的打击力度，有效遏制违规行

为的发生，降低违规案件的发生

率。 一是提升监管水平，提高监

管效率。 通过先进的监管技术系

统，进一步实现快速查处、快速

打击的效果。 二是加大处罚力

度，注重警示教育。 《违规处理办

法》（修订案）实施以后，交易所

会使用更加科学、合理的违规处

罚手段，提高违规行为的违规成

本。 三是严格执法，在放松管制

的同时不放松监管。

焦煤领跌 商品下跌空间仍存

□本报记者 官平

25

日， 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仍

维持震荡整理， 能化类和农产品

多数下跌，金属多数上涨，其中燃

料油以

0.88%

涨幅领涨， 焦煤以

1.41%

跌幅领跌；其余品种涨跌幅

在

1%

以内。

令市场关注的是， 上周五刚

刚上市的新品种焦煤期货延续跌

势，增仓下挫。 其中，焦煤期货主

力

JM1309

合约开盘于

1276

元

/

吨，

最高

1286

元

/

吨， 最低

1251

元

/

吨，

报收于

1258

元

/

吨 ， 下跌

18

元。

JM1309

合约持仓达到

13

万手，成

交量达到

72

万手。

从当日走势看， 焦煤期货主

力合约

JM1309

早盘价格高开后冲

高未果，于午盘收盘前价格跳水，

午后盘中价格创出新低

1251

元。

国泰君安期货研究所研究总

监陶金峰表示， 焦煤期货继续增

仓下跌，对于下游消费信心不足，

焦炭库存居于高位， 市场对于焦

煤需求疲弱。数据显示，

25

日国内

主要地区焦煤煤矿挂牌价格有所

下调， 山西地区煤矿焦煤价格下

调

40-60

元

/

吨至

1135-1360

元

/

吨。

内蒙地区煤矿焦煤价格下调

40

元

/

吨至

1352

元

/

吨。

北京中期期货分析师周文欢

表示， 现货市场

25

日焦煤价格有

小幅下调现象， 主因是原煤价格

不做下调， 但中游焦化厂的采购

量只供维持焦炉的运转， 减产限

产非常普遍， 导致采购焦煤需求

非常有限。 煤焦钢终端钢材市场

经过短暂的拉涨之后， 再次进入

供应过剩的低迷期。

从

JM1309

前

20

名席位持仓

看，多空双方都大幅增仓，空方增

仓力量大于多方增仓力量。 空头

第一的永安期货席位

25

日继续增

仓， 而上周五多头第一席位的国

元海勤已经减仓。 周文欢表示，

25

日多方力量与空方力量比为

0.7

，

比上周五比值

0.88

有所下降，可能

意味着继续下跌的空间仍存。

谭显荣：服务创新驱动 打造专业服务品牌

□本报记者 王超

湖北省期货业协会会长、长

江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谭显荣昨

日表示， 期货市场创新进入加速

阶段，品种日益丰富，期货公司业

务范围逐步拓宽，投资咨询、资产

管理、境外期货试点、设立风险管

理子公司等新的业务模式正在稳

步推进， 期货公司正在从单一的

通道服务向财富管理服务转型。

在吸收合并湘财祈年期货之后，

长江期货充分整合两家公司的人

才、网点资源，立足创新发展，把

握行业变革的机遇。

他说，创新发展，首先在于资

源整合。 长江期货是长江证券的

全资子公司，券商背景期货公司

一个重要的资源优势，就是能够

依托券商的金融资源平台，在更

高和更广的层面进行客户 、产

品、服务等资源的整合。 在行业

创新加速的背景下，随着业务范

围的放宽，长江期货将主动向财

富管理转型，通过设计和生产合

适的理财产品，与证券、银行、保

险和其他金融机构搭建起服务

桥梁，间接服务于证券、银行和

保险客户， 拓宽业务发展的渠

道，通过创新获得更为广阔的发

展空间。

其次，创新发展，需要紧跟时

代的步伐。 当前创新已经成为期

货行业发展的主基调， 长江期货

将积极创造条件筹备资产管理、

投资咨询业务团队， 推进创新业

务试点工作。同时，长江期货也将

以申报筹建风险管理子公司参与

业务试点为契机， 积极拓展仓单

服务、合作套保、定价服务、基差

交易等低风险业务， 为实体经济

提供更为灵活丰富的风险管理服

务， 积极发挥期货服务实体经济

的功能作用。

在产品创新、业务创新之外，

长江期货更重视服务的创新发

展。目前，公司倾力打造更具操作

性、专业性、体验性的“长江富友

（

For You

）”客户服务平台即将上

线。 同时，依托“长江小龙助手”软

件， 快捷向客户配送个性化服务

套餐、账户诊断、专家在线、积分

商城等服务内容， 不断改善客户

服务体系。同时，在公司内部推出

“长江期货

FOR YOU

营销管理平

台”，为员工提供便捷的客户信息

全景查询、服务产品订制和推送、

客户交易诊断等服务工具， 帮助

提升客户服务效率。

据悉，个性化套餐及服务体

系的搭建，是以客户服务的标准

化、个性化为依据，立足于客户

细分，通过把握不同类型客户的

共性需求，及期货产品的特点来

设计服务内容，推出服务提供流

程和服务推送渠道，形成相对品

牌化的服务套餐，如：智多星、套

利宝、步步盈等套餐，为不同类

型客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同时， 在建立服务品牌的同时，

长江期货正在积极推动研究转

型，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满足不同

客户需要的服务产品，规范服务

产品的生产和包装，为实现由经

纪业务到财富管理的转型打造

坚实基础。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１

韦航投资（我有时间了）

１０．７ ９６．２％ ２７４２８９３

２

成冠投资（稳健）

８ ３４．６％ ６７８５７９９

３

期海任我行

１ ７ １２５．４％ ６４２５９９

４

往事随风

６．１ ４９．４％ １６２０４８４

５ ｗｅｎｔｆ ４．３ １７．９％ ６０９８０６０

６ ８３０４０３２８ ４ ２７．１％ ３５６６２７２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１ ｓｃｒｅｅｐｅｒ

汪斌

９２．６ ６５２．６％ ７５８１８４３

２

要啥宝马

９０．５ ４７９．２％ ５３２７８９９

３

成冠投资（稳健）

７８．６ ３１０．６％ ４０９８９９２６

４

安徽韦航投资

５３．１ ５７５．４％ ４９２３３５４

５

厚德方载物真善才永顺

４７．９ ３２４．１％ ２１１４２７２１

６

往事随风

４６．５ ３４９．１％ ７９１５７６２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１

期指梦之队

５ ４３．０％ １４０８０４６

２

陕西俊晖投资

０．９ １９．７％ ２７９２７７

３ ＭａｇｉｃＱｕａｎｔ

系列

０．８ １５．６％ ２５３４４８

2013海通期货

“笑傲江湖”实盘精英争霸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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