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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动公布! 截至!月底中期业绩纯利
!""#$"亿元人民币!

!"

"!按年微升%&'("营运收
入上升!&')(至"!!'&*亿元" 客户总数达!&)*亿
户!增长%$&+("每股盈利*&%元!派中期股息%&!**

港元!公司计划"$%"年全年利润派息率为,*(#

数据业务增势良好!收入达到+!$亿元!按
年增长%+&*(! 占营运收入比重上升至")&'(#

其中! 无线上网业务收入"-"亿元! 按年增长
'%&!(" 应用及信息服务收入达到",!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其中手机阅读$手机视频$

手机邮箱$手机游戏等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日趋激烈的竞争及智能手机的普及打击了
*.移动服务的收入#此前市场普遍预期!中移动
半年盈利只有低单位数百分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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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估值是否合理% 有没
有长线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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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放天量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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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药品安全'黑名单(!是国
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一项积极探索!旨
在进一步加强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
监督管理!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完善
行业禁入和退出机制!督促生产经营
者全面履行质量安全责任!增强全社
会监督合力!震慑违法行为# )国家药

监局新闻发言人王良兰%'日表示#

被纳入&黑名单)的不仅仅是企
业!还有责任人# 王良兰说!纳入&黑
名单)的相关责任人员!药品生产经
营者%0年内不得聘用其从事药品生
产$经营活动#

这一规定!无疑将对整个行业起到
震慑作用!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在医药行
业的职业生涯!且一&黑)即为%0年#

)¶·*还明确!符合+种情形之一$

受到行政处罚的严重违法生产经营者!

应当纳入药品安全&黑名单)#其中包括
生产销售假药$劣药被撤销药品批准证
明文件或者被吊销)�D45¸¹º*!

)�D»t¸¹º*或*医疗机构制剂许
可证+的!因药品$医疗器械违法犯罪行
为受到刑事处罚的等#

国家药监局所公布的重大行政
处罚案件涉及的生产经营者$责任人
员! 将公布其违法生产经营者的名
称$营业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
人以及本规定第+条第"款规定的责

任人员的姓名$职务$身份证号码+¼

½��¾¿,

$违法事由$行政处罚决
定$公布起止日期等信息# 公布期限

届满!&药品安全'黑名单(专栏)中的
信息转入&药品安全'黑名单(数据
库)!供社会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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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下半年!不少还贷中的老房
贷盘算着是否在年底提前还贷#记者
咨询专业个贷机构伟嘉安捷获悉!由
于今年整体利率环境处于下行阶段!

预计年内或将还有%,"次的降息可
能# 所以!选择提前还贷并不是明智
的选择#

&伟嘉安捷)建议目前有提前还贷
意向的借款人!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最

好是见&息)行事#在目前的环境下!有
*类人群是最不宜提前还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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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嘉安捷)表示!对于已享受房贷利
率+折或)&'折优惠折扣的借款人!在
这样的连续降息政策环境下!最不应
该提前还贷#因为"00)年买房贷款的
借款人! 有很多人享受到当时的+折
优惠利率!尽管现在首套房贷款亦能

享受到)&'折!但是也远没有之前的优
惠幅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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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贷款方式的选择来看!采用等额本
金还款方式还款的!而且还款期已超
过%3*的借款人没必要提前还贷# &伟
嘉安捷)表示!当还款期超过%4*时!其
实借款人已还了一半左右的利息!此
时再选择提前还贷更多偿还的是本

金!而不能有效节省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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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还贷看似简单!申请却很难# 据
了解! 借款人若要办理提前还贷!先
要向贷款银行提出提前还贷申请#通
常各家银行提前还贷的审批流程都
在一个月左右!在审批通过后!银行
还会根据不同情况!可能会向借款人
加收一至两个月的贷款利息#

$��%

Å3ÆÇbÄI3ÈÉ *ÊqË�Ì�<�ÍÎ

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月
份中国增持美国国债*亿美元!总额至%%!,*亿
美元!仍为除美国外的第一大美债持有国#

根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月数据再度出现
修正! 使得中国原来'月增持美国国债'"亿美
元变为减持,亿美元#

另据统计!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国日本
在!月进行了增持! 增持%0,亿美元! 总额至
%%%-*亿美元# 日本在连续*个月增持后!持有
量直逼中国#与此同时第三大持有者石油输出
%'国也进行了'!亿美元的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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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两市大盘呈缩量下跌走
势#截止收盘!沪指报"%%"#"点!下跌
!#+'点!跌幅为0#*"(!成交*-0亿元"

深成指报)-+*#*)点! 下跌+'#""点!

跌幅为0#)*(!成交,!%亿元#

从盘面看! 银行股板块继续调
整!苏宁电器周三午间出增持公告后
半日游!周四再度大幅调整# 从成交
量上看!市场量能再度萎缩!上证更
是创出近一阶段的地量!量能的萎缩
导致热点活跃度下降!最近两天的热
点板块如页岩气$吉林板块都分化严
重!甚至出现一日游走势#

�$��!两市大盘指数目前仍
处于标准的下跌趋势中!后市大盘指
数再创新低是大概率的事情#建议投
资者在当前市况下暂时以观望为主!

仓位重的客户逢高减仓#鉴于近期新
股的申购收益率明显回升!近期建议
中线投资者以申购新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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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集团周四开盘跌"#*+(!报
%%#'+元!收盘跌'#%+(!报%%#%)元#

中集/平开走高! 报收-#)元!涨
%#*,(#

公司公告拟将其/股转换为5

股!因公布上述消息!周三复牌的中
集集团跌停!但中集/股收涨*#*%(!

其6股相对/股的较大幅溢价可能
近期是下跌主因#

中集集团为除招商局国际 $

17217及其关联企业89:; 59:9<=之
外的全体/股股东提供了高出/股现
价'(的现金选择权! 价格确定为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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