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人 持仓品种 代码 最新价
（元）

股数
（万股） 今日操作计划 现金（元） 当前总资

产（元）
收益率
（%）

量化投资 康泰生物 300601 27 .30 4 .5 持股 708 1229208 22 .92

天信青岛 st南化 600301 9 .83 5 开盘价全仓买入獐子岛 643896 1135396 13 .54

浩瀚 金科股份 000656 6 .74 16 .72 停牌持股 144 1127072 12 .71

和中时 空仓 空仓 0 .00 0 .00 开盘价买进600970中材国际5万股 1000000 1000000 0 .00
大智若愚 空仓 空仓 0 .00 0 .00 空仓 1000000 1000000 0 .00

刚哥 君正集团 601216 4 .87 5 君正集团5元卖出半仓，5 .2元清仓。9 .8元、
9 .75元各买入齐翔腾达1万股

728300 971800 -2 .82

月儿
东方证券 600958 14 .37 3 .3

持股 3930 959040 -4 .10
昊华能源 601101 6 .87 7

大器晚成 泛海控股 000046 8 .61 10 .9 持股 353 938843 -6 .12

探路者 宁波东力 002164 10 .35 8 .74 持股 994 905584 -9 .44

阳光 深赤湾A 000022 25 .36 3 .53 持股 267 895475 -10 .45

虹 空仓 空仓 0 .00 0 .00
9 .7元佳讯飞鸿，30元通合科技，18 .5元凯发

电气先到先得，满仓买入。
890677 890677 -10 .93

随风
达刚路机 300103 20 .92 1 .68

持股 823 872029 -12 .80
西水股份 600291 18 .90 2 .75

腾飞
吴江银行 603323 19 .85 2

持股 108294 836794 -16 .32
四通新材 300428 33 .15 1

心随股动 美诺华 603538 33 .82 2 .31 持股 802 782044 -21 .80
操盤者 海虹控股 000503 24 .93 2 .86 停牌持股 3900 716898 -28 .31

开赛日4月4日，起始资产100万元。业绩基准A股指数，基准日3374 .66点。5月16日收盘3259 .96点，涨幅-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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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６日电 中国人
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１６日发布联合
公告，决定同意内地基础设施机构和香
港基础设施机构开展香港与内地债券市
场互联互通合作（“债券通”）。“债券通”
正式启动时间将另行公告。
记者从人民银行了解到，“债券通”是

指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与内地债券市
场基础设施机构连接，买卖两个市场交易
流通债券的机制安排。初期先开通“北向
通”，即香港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境外投
资者经由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
在交易、托管、结算等方面互联互通的机
制安排，投资于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未
来将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即境内投
资者经由两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的互联
互通机制安排，投资于香港债券市场。

联合公告指出，“债券通”是中央政府
支持香港发展、推动内地和香港合作的重
要举措，有利于巩固与提升香港国际金融
中心地位，有利于稳步推动我国金融市场
对外开放，有利于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联合公告明确，“债券通”遵循两地

债券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其中“北向
通”遵守现行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
开放政策框架，同时尊重国际惯例做法，
“北向通”没有投资额度限制。
内地基础设施机构包括：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
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基础
设施机构包括：香港交易及结算有限公
司、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
通”正式启动时间将另行公告。

香港与内地“债券通”获批
初期先开通“北向通”，正式启动时间另行公告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晓琳
张欣健 实习生 付晓燕

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困扰着
不少大学生。近期，一些培训机构看到了
商机。招聘企业嫌你技术低？来带薪培
训，培训4个月，本科学历包你找月薪
5000元以上的工作。如此的宣传吸引了
一大批应届毕业生。来青岛找工作的张
丽（化名）也心动加入，但培训结束后发
现，自己不仅没有找到月薪5000元的工
作，还背上了两万多元的贷款。

找工作“被贷款培训”
月薪五千没见着

去年8月份，刚毕业的张丽（化名）来
青岛找工作，在招聘网站看到一家待遇不
错的公司中软卓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底
薪3500元，还有五险一金。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张丽便在网上投了简历，很快就接
到了对方的电话，邀请张丽去面试。
张丽说，初试结束后，她也通过了复
试，不过被告知要进行公司岗前培训，需
要学习一些设计方面的软件技术。公司
表示，前期有培训学费，不过这部分费用
由公司来出，公司是带薪培训，培训期间
每个月给学员800元补贴，补贴4个月。
培训结束，学员通过考核入职后，月薪就
能在5000元左右。
“当时很兴奋，想着马上就能找到月
薪五千的工作，材料也没细看，公司让在
哪儿签字，就签了。”张丽说，她记得签完
协议后，公司的人让她扫了二维码，关注
公众号，还拿着身份证拍了照片，说是“办
理公司借款流程”。后来才知道，这是办理
了一笔19800元的贷款。了解实情后，她表
示要退贷，但是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拖
延，最后贷款没退成，她只好硬着头皮接
受培训，就这样过了四个月。
张丽说，四个月培训结束后，公司只
字不提学员留下来工作的事情，而是开
始给学员找工作。“公司刚开始说的是，
即使不留在公司，也会在合作单位华为、
百度等地方找工作。”张丽说，但实情让
她大跌眼镜。
公司推荐的工作以中小型企业为

主，张丽面试了一份工作，月薪2500元，
转正2800元，实在让人无法接受。而当
初“公司借钱培训”，实际上也是学员自
己贷款，前6个月，张丽每月还136 . 29
元，之后的一年，每个月要还1785 . 96

元。加上利息，一共要还22249 .26元。

11个培训结业学员
有8人自行择业

采访中记者发现，与张丽有相同遭遇
的大有人在，另一位学员告诉记者，公司
给推荐了一份工作，她去面试。发现面试
的公司地址非常偏僻，只有一间办公室，
招聘的还是销售岗位。“当时我们是冲着
中软国际的牌子去的，谁想到却是个
‘坑’。”一位学员告诉记者。
“我没有去他们推荐的公司面试，因为
推荐的公司不是很好。”一位已经结业的学
员告诉记者。另一位男性学员表示，面试时
公司承诺培训后会留在公司，培训后却安
排他到别的公司面试，工作是前端设计，但
面试结束后就没有消息了。
记者电话联系了在中软卓越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毕业的11位学员，他们对就业
安排表示并不满意，甚至有的人怀疑“他
们就是从招聘网站上找的工作，让我们去
面试”。11人当中，有3人在中软卓越介绍
的公司上班，“现在一个月还1700多元的
贷款，不工作贷款怎么还呀？”一位学员表
示很无奈，这3人的月薪目前都不超过
3000元。其余的8人都是自己找的工作。
其中有学员对于安排的工作极为不
满，找过公司好多次。公司给出协商方
案：每月发放2500元补贴，直至学员找
到满意的工作为止。“我们已经浪费半年
时间，还背上了两万元的贷款，如果找不

到合适的工作，每月2500元干耗着也没
有用啊。”一位学员说，他们不接受这样
的方案。

培训机构回应称
没有误导学员贷款

5月10日，记者来到位于山东路银
河大厦一层的这家培训机构——— 中软卓
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老远就看到门口
“中软国际”的牌子。这家公司究竟与中
软国际有限公司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中
软国际的全资子公司。”名片上印着中软
国际教育科技集团（青岛）市场总监的黄
先生说。
记者查询了解到，中软卓越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是北京中软国际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北京中软国际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是北京中
软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软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在北京中软国际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持股25%。
对于学员提出的在“误导”或者“不

知情”的情况下“被贷款”，黄先生表示，
他们在贷款前，都让学员持本人身份证，
和一张《培训借款声明》拍照。“这么大的
字的声明，对方不可能看不到，不存在不
知情的情况。”黄先生说。
《培训借款声明》具体内容如下：本
人授权通过“贷贷熊”，向银行申请助学
贷款，用于支付青岛中软卓越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作为培训费用。上面注有培训

时间和周期，之后是落款签字。

培训近200名学员
只有2人留在本公司

学员曾表示，培训老师“一问三不
知”，对此黄先生表示，他们聘请的培训讲
师，都是在行业内至少有3年的从业经验。
对于学生提出的“公司曾表示培训

完能留在该公司”的说法，黄先生表示，
他们开办以来向母公司旗下其他机构和
自己公司都进行了推荐，不过能否顺利
就职一方面要看学生技能，另一方面也
是双方选择。“我们也不可能4个月就把
学生培养成IT精英。”黄先生说。
据他介绍，该公司在青岛约有100

家合作单位。从去年8月份至今，公司培
训的学员近200人。推荐在总部旗下青
岛地区公司工作的约10人，最终有2人
留在中软卓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人
留在别的分支机构。
其他的学员，他们公司推荐的都是软
件方面的工作，主要分为设计、前端代码
和开发三个方向，每月月薪最低3500元。
UI设计较简单，平均月薪 3500元到
4000元，前端代码月薪在4000元左右，
软件开发月薪在4500元左右。
黄先生还出示一份结业学员就职表，
列表中有学员的实习薪资和转正薪资。记
者提出，可否从名单上抽选几位学员，现
场打电话咨询一下，目前学员的工作岗位
和月薪情况。黄先生表示，他需要请示“大
区”或“总部”后才能决定，但是截至记者
发稿，并未收到相关人员的回复。

律师说法
应查验培训机构相关资质

“近期青岛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我也
曾经接到过求助。”5月10日，记者采访
了山东佳川律师事务所张宝清律师，张
律师介绍称，学员与该机构签署的声明
和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应该明
确该机构的相关资质，如果该机构并没
有技能培训的相关资质，在这种情况下
与学员签署协议，应属无效。
另外对于声明贷款的问题，张宝清

律师也指出，虽然单看该声明，从民事的
角度来讲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若所谓的培
训机构以虚构事实、非法占有为目的，骗
取学员钱财，则涉嫌诈骗，该声明为无效。

是岗前培训，还是推销贷款?
青岛曝出另类“培训贷”：一些人没找到好工作，反背上了2万元贷款

中软卓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面试等候区，有不少应聘者等待着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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