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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

定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
至 2019年 6月 7日在江
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
权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
牌出让瑞金市迎宾路北
侧零星用地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袁详情查阅江西
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网上交易系统袁 网址院
http://www.jxgtzyjy.gov.cn
电话院0797-2557967

瑞金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 5月 8日

遗失声明
绎 野瑞金市东城贸易有限公司冶公

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红天马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遗失人民银行颁发 的开户许可
证袁账号 :36001184040050002612袁核准
号:J4296000012403,声明作废遥

野我打算现价买入比特币袁三成
仓位袁中长线袁有一起的吗钥 冶连日来袁
随着比特币行情复苏袁 投资者小军
(化名)在投资群里和大家探讨起了自
己的比特币操作遥 小军说袁4月下旬
开始袁A股持续下跌调整袁 他觉得 A
股还是观望为好袁 果断止损出来袁转
投比特币市场遥 野五一假期做了几单袁
目前已经有 1万多美元的盈利袁A股
亏的都赚回来了遥我觉得接下去比特
币市场还有机会遥 冶 Bitfinex 报价显
示袁从 4月初开始袁比特币涨势喜人袁
一度突破 6000美元关口袁 创 6个月
新高遥 如果按 4月初 4100美元的价
格计算袁一个月内袁比特币已然暴涨
了近 50%遥

投资者转投比特币

野你看袁短短几分钟袁我又赚了一
千多美元遥 冶昨天上午 10点多袁投资
者小军在微信上向记者炫耀袁 此前袁
他在 A股市场被伤得不轻遥 野差不多
满仓套牢袁割肉了袁我那时候特别看
好 A股袁觉得牛市会到来袁没想到还
是逃不过韭菜的命运遥冶离开 A股后袁
小军把所有钱转向了比特币遥他加入
了一个由比特币投资者组成的社群袁
大家在里面分享经验袁 交流交易成
果遥 野你看袁基本上都是盈利的袁你看
看他们晒的单子袁 一单少则几百美
元袁多则上万美元袁看你是不是及时
止盈了遥 冶当然袁小军承认袁偶尔也会

亏损袁他认为袁亏损也不可怕袁把止损
点设好袁严格止损就行了袁只要盈利
的概率更大袁就不必担心遥

从诞生之日起袁比特币就充满神
奇色彩并引来颇多争议遥 比特币 24
小时都可以交易袁没有节假日袁也让
投资者野又爱又恨冶袁过山车式的价格
涨跌更是格外引人关注遥 2017年年
底袁 比特币价格飙升至 2 万美元左
右遥 2018年开始袁比特币价格一路下
跌袁并跌破 1万美元遥从去年 11月以
来袁 比特币价格维持在 4000美元左
右遥 从 4月开始袁比特币出现新一轮
的上涨行情袁 并相继突破 5000美元
和 6000美元关口袁令市场感到意外遥

且不管比特币为什么会涨袁在小
军看来袁能赚钱就是好的遥他认为袁比
特币经过去年的暴跌袁会有一个修复
的过程袁中长期看袁比特币还有很大
的上涨空间遥

到底该不该投资比特币

比特币涨势喜人袁 引发市场关
注遥比特币的上涨也带动了加密货币
的上涨遥有分析人士认为加密货币的
冬天已经结束遥 deVere Group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 Nigel Green表示院野市
场已经触底袁所谓的加密冬天已经结
束遥我相信比特币在未来几周和几个
月将会走高袁为投资者带来稳定的收
益遥 作为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袁这将
对更广泛的加密行业的价格产生积

极影响遥 冶
不过袁 股神沃伦窑巴菲特却一如

既往地不看好比特币遥 在 2019伯克
希尔股东大会上袁巴菲特直言院野加密
货币最后的结果会很糟袁因为他们没
有产生任何跟资产相关的价值遥 冶巴
菲特甚至认为比特币就是野一个赌博
的东西冶袁野很多欺诈与之有关冶遥

一边是比特币的支持者袁一边是
股神巴菲特的抨击袁那么我们到底该
不该投资比特币钥 狮子社群创始合伙
人尧投资人于蔓给出的答案是袁数字货
币市场已经很繁荣袁但要有自己的投
资原则遥 野未来如果想在币市赚到钱袁
必须具备像传统金融尧股票市场等的
专业度遥 冶于蔓认为袁以今年币市野小
阳春冶来看袁资金从 IEO开始突破袁然
后在平台币与山寨币之间来回操作袁
造成平台币与山寨币轮番上涨袁最后
资金传导至主流币遥 归根到底袁这就
是目前的币市环境袁顺势而为才是正
确的选择遥 野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袁市场
经济大潮中往往泥沙俱下遥 在充斥着
阶段性赚快钱的耶小行情爷耶小风口爷之
下袁小道消息满天飞袁再加上微信群的
煽风点火袁一次冲动就可能断送大笔
财富遥 我认为袁耶买得好爷 不如 耶卖得
好爷袁一旦出货后继续上涨袁请远离煽
动人群遥 一名合格的投资者一定要有
自己的原则袁并做到严格执行遥 冶

每一项投资都有风险袁投资加密
币也不例外袁可能风险更高袁毕竟币
圈的水还是很深的遥 李洋

作为占据大资管行业四分之一规
模的主力军袁银行理财市场过去一年中
经历深刻转变袁体现在新品发行尧风险
管理尧经营模式等多个方面遥 其中最显
著的变化是袁净值型产品发行量持续增
加遥 另外袁随着净值化转型的推进袁商业
银行在估值系统尧营销体系尧产品设计
及客户梳理等多方面推出新举措遥

音去通道破刚兑信托业近十年首
现利润负增长

去通道尧破刚兑尧去资金池使得通
道业务和非标业务受到较大冲击袁资

产规模大幅缩水遥 2018年袁信托公司整
体盈利水平出现负增长袁 为近十年首
次出现的情况袁 超过六成信托公司盈
利下滑遥

音重视主动管理业务和销售团队
建设信托业转型提速

随着资管新规相关细则逐步落实袁
监管套利空间缩小袁信托公司原有的商
业模式面临挑战袁 进入了新一轮转型
期遥 不少信托公司表示袁未来更聚焦于
主动管理业务尧 发展自身的直销能力遥

刘飞

比特币一个月暴涨近 50%破 6000美元

近年来袁随着商车改
革的逐步深化袁车险业务
保费下降明显袁基于考核
导向和业绩等问题袁险企
不断加大市场费用投入袁
导致车险乱象层出不穷遥
2019年是车险行业复业
后的第 40个年头袁 行至
不惑袁财险行业里最重要
的车险业务领域也来到
了发展的十字路口遥 从
野粗放式增长冶到野刮骨疗
毒冶袁 监管机构对车险乱
象的治理决心和手段还
在升级遥

根据 126 号文的通
报内容袁今年以来截至 4
月 30日袁浙江尧广西尧安
徽尧河南尧 四川尧山东尧
青岛尧新疆尧山西尧黑龙
江尧湖南等 11 地银保监
局袁 在查实公司未按规
定使用报批的车险条款
费率的违法违规行为
后袁先后对 32 个计划单
列市和地市级保险机
构袁 采取停止商业车险
条款和费率的监管措
施遥 银保监局对相关保
险机构采取以上监管措
施的情况分别为山东局
8 个袁河南局 5 个袁浙江
局 4个袁广西局尧四川局
各 3 个袁 安徽局尧 青岛
局尧黑龙江局各 2 个袁新
疆局尧山西局尧湖南局各
1个遥

记者留意到袁 被监
管的机构共涉及 11 地
12家财险公司袁 其中人
保财险 9个袁 平安财险 10个袁 太平财险 4
个袁太平洋财险尧国寿财险尧大地财险尧阳光
财险尧华安财险尧永安财险尧北部湾财险尧浙
商财险尧华海财险各 1个遥 目前袁部分公司
已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内部问责和处
理遥

被监管叫停业务的名单从今年以来一
直在持续增加遥 据红星新闻记者统计袁今年
1 月份全国共有 13 家机构被叫停车险业
务袁到 2月份这一数量增至 24家袁3月份再
新增人保财险四川广安和平安产险四川乐
山 2家机构遥

下一步袁 银保监会建议各银保监局
从加大市场乱象整治力度尧 加大对保险
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尧 加大对数据不真
实的查处力度和各局加强沟通协作四个
方面加大车险市场整治力度袁 对于保险
机构和相关中介机构违法违规的袁 可根
据实际情况袁依法采取责令改正尧罚款尧
取缔尧 没收违法所得直至吊销业务许可
证等监管措施遥

业内人士表示袁 这预示着今年的车险
监管将继续重拳出击袁 强监管势头比此前
将有过之而无不及袁车险监管野严上加严冶遥
事实上严监管的节奏从 2018 年就已贯彻
至今遥
在银保监公布的全部处罚通知中袁2018

年涉及保险业务等领域的罚款近 2.5亿元袁
处罚原因多为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保
险合同约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
益袁以及企业编制提交虚假报表袁处罚手段
以罚款和警告为主袁 部分险企被责令停止
接受商业车险新业务 3个月袁 多名时任直
接负责人被撤职遥 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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