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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再就业者 帮助申请贷款

邮储银行厦门同安区支行营业部用心服务
“三农”
，
做普惠金融生力军
王
■从（左）上门服务客户。

陈先生曾在同安城南车站附近
经营一家快餐店。两年前，他因征
地拆迁得另谋生路。
“ 感谢邮储银
行，助我创业得以顺利，让我们一
家人过上了好日子。”陈先生说，开
店之初，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多亏
邮储银行同安区支行营业部的综
合客户经理王从辛苦奔波，帮他申
请到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快餐店
才得以渡过难关。
文/图 记者 张诗 通讯员 蔡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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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三年来，获得像陈先生这样
客户的认可与感谢，王从已不是第一
次了。
“尽自己的努力，多站在客户的
角度考虑问题，做好沟通工作，为客
户提供专业、优质、高效的服务，这就
是我的工作宗旨和目标。”王从说。
今年 5 月份，家住同安区凤南社
区的黄女士经营的奶粉店准备扩大
经营，加上趁淡季大批进货，急需 20
多万元的流动资金。一连几天，黄女
士为了筹钱东奔西跑。正当她不知所
措时，朋友向她推荐了王从。
“王经理办事专业又有效率，来
到店里考察经营情况后，就帮我找到
扶持贷款政策——再就业小额担保
贷款。”黄女士说，王从很贴心，专门
帮她列了一张申请贷款所需的材料
清单。值得一提的是，黄女士的担保
人在岛内上班，王从专程跑到担保人

上班的地方递送所需签名的材料。
令黄女士感动的事还远不止于
此。就在所有材料上交后，分行风控
部门因查到黄女士失业后仍有缴交
医社保的记录，判定她不符合再就业
者的申请条件。得知情况后，王从顾
不得吃晚饭，下班后就赶到黄女士家
沟通了解实情。原来黄女士失业后曾
通过丈夫工作的单位代缴医社保，但
已在一年前停止了。王从和区支行、
分行风控部门进行充分沟通，补交相
关材料说明。经过王从的不懈努力，
黄女士通过审核，并在半个月后顺利
获得 20 万元的贷款额度。
从那以后，黄女士和王从成了朋
友，也成了邮储银行的忠实客户，不
光办理了 POS 机结算业务，还向身
边的朋友和客户推荐邮储银行的信
用卡和贷款等业务。

医药企业迎政策红利
个股普涨不建议赶追

即时互动：@厦门晚报 @我要说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简介：
前身是成立于 1988 年的厦门证券
公司，是中国最早设立的证券公司之
一。控股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是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之一。依托公司全牌照优势和股东央企
金控背景，公司全牌照经营，
“ 大资管、
大投行、大财富、大协同”战略指引，拥
有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投资
管理、证券研究五大业务条线，致力于
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工具箱”，现已成为
行业内成长最快的新型券商之一，网点
覆盖全国二十多个城市。

扫一扫关注微
信 公 众 号 ，获
取更多资讯。

厦门地区营业部咨询热线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
度 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
见》。10 月 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
一步做好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工作，减少群众后顾之忧、
更多惠及人民。为我国医药产业再次迎
来重大政策红利。
受此影响，多家在新药研发上投入
大的上市公司受到关注。比如以创新研
发为核心战略的复星医药，该公司拥有
国内领先的生物药研发平台,单抗药物
研发历经 8 年,3 个产品处于临床Ⅲ期,
重磅产品即将进入收获期；专注创新研
发的贝达药业，除自主研发了国家一类
新药埃克替尼外，还拥有重点在研新药
项目包括 20 多个国家一类及二类新药，
主要涉及抗肿瘤、糖尿病等重大疾病领
域；还有作为肿瘤药龙头的恒瑞医药也
在持续加码研发投入，2017 年上半年，
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资金 7.8 亿元。
当然，受政策影响，本周医药板块
可圈可点，截至昨天，医疗服务本周涨
幅 5.34%、医药制造本周涨幅 3.74%、生
物医药本周涨幅 3.66%、中药本周涨幅
2.86。大部分个股纷纷走出底部，也累
积一定涨幅。从行业指数看，虽然医药
行业走出短期底部，但仍处于中期区间
震荡过程，继续上涨将面临中期区间上
轨的压力，所以不建议追涨，待回踩再
择机布局符合政策利好且第三季度明
显预增长的个股为宜。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作者:康晓星
投资顾问 执业
证书编号：S020061312002

厦门地区营业部咨询热线：
莲前西营业部：
5163585
湖滨南营业部：
2397919
莲前东营业部：
6680730
观日路营业部：
5163688
仙岳路营业部：
2560808
后江埭营业部：
2276227
环城西营业部：
3122666
沧虹路营业部：
2066689
厦门委托电话：
5778877/3999888/4008778877
公司网址：
www.gwgsc.com

支行特色业务

服务
“三农”服务
“小微”
从 1994 年建立储蓄专柜到 2008 年成立支
行营业部，
邮储银行同安区支行营业部始终坚
持
“以客户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
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文明、
优质、
高效的服务，
成为厦门分行中
业务发展最快、
业务开办最全的支行之一。
支行地处同安老城区中心，服务对象主
要以当地村镇居民为主。多年来，坚持落实邮
储银行“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指导精神，同安
区支行营业部通过走村入户、进社区、积极组
织和参加各类活动，贴近当地居民、企业，提
供邮储银行服务“三农小微”的优惠政策，助
推新农村新城镇的发展。尤其，自再就业小额
担保贷款业务开办以来，全力支持失地、失海
农民的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缓解创业资金
压力，
为当地上千农民、
企业捎去雨露甘霖。

小贴士
收款“利器”：
“邮惠付”
邮储银行针对商家用户推出二维码
收款“邮惠付”，只需扫一扫二维码，就能
支持线下使用信用卡、微信、支付宝、花
呗、QQ 钱包、京东
钱包等主流扫码支
付一站式接入，一
个收款码，一笔清
算，一个对账平台。
利率低，到账快、免
费上门办理！
邮惠付二维码

小信使 国信图形分析界面

国信

“金色阳光”
投资讲堂系列

拥有五个独特优势

图形分析是所有的看盘与交易软
件最基础的功能之一，与其他的软件一
样 ，国 信 TradeStation 平 台 的 图 形 分
析界面可以支持选择股票代码、变更周
期、添加技术指标等常见的功能。然而
图形分析界面还有五个独特的优势：
第一，
在周期上，
一般的软件只能支
持 1 分 钟 级 别 的 数 据 ，而 国 信 Trade
Station 可以支持 tick 级别的数据，
同时
还提供历史 4 年的 tick 级别数据，方便
投资者回溯历史行情。
第二，在图形的种类上，除了传统
的 k 线 图 ，国 信 TradeStation 平 台 还
提供砖形图、阶梯图、卡吉图、圈叉图等
经典的图形，方便投资者进行独到的技
术分析。
第 三 ，国 信 TradeStation 图 形 分
析支持同时插入多个股票与指数数据，
也可以插入同一只股票不同的周期与
K 线种类，最多可以同时插入 99 个资
产标的，方便投资者在一个图形分析界
面中同时关注多只股票与指数标的，或
者同时关注同一只股票的不同周期。图
形分析也支持对不同的股票标的和在
不同的周期上插入技术指标，方便投资
者进行跨品种与跨周期的技术分析。
第四，图形分析支持技术指标的提
示功能，投资者可自行设置提示方式，
图形分析支持多种下单方式，图形分析
自带下单的界面方便投资者通过传统
的操作方式下单，也可以支持画线下单
与快捷键下单。
第五，图形分析还支持投资者采用
自行编写技术指标与交易策略的方式
进 行 下 单 。国 信 TradeStation 交 易 平

厦门网：
www.xmnn.cn 电子邮箱：
xmwbnews@vip.sina.com

台图形分析界面给您独到的复盘支持。
（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投资者仅依据该等信息做出投资决策
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公司不承担任何责
任。市场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

国信量化交易业务团队
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服务
国信证券福建分公司量化交易业
务团队，专注于服务日内交易者与量化
投资私募机构，提供锁券、收益互换，场
外期权等业务咨询与对接；
国信TradeStation 量化交易平台咨询与开发支持，
交
易 IT 系统技术开发支持，
量化策略研发
支持等专业的技术支持服务。团队结构
完整合理，主要由毕业于国内知名高校
金融工程、经济学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
博士与硕士组成，研发的股票日内交易
操作系统，
受到使用客户的广泛好评。

扫一扫，
关注国信证
券福建分公司公众
号，
获取更多资讯！

厦门湖滨北路证券营业部
厦门金钟路证券营业部
福州五一中路证券营业部
泉州德泰路证券营业部
咨询电话：
95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