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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月的空窗期，春
节后第一轮打新终于来了！

本周三将有 3 只新股申
购，分别为彩讯股份、宏川智
慧、湖南盐业。本批新股最大
亮点在于：湖南盐业发行价仅
3.71元，这也是2018年截至
目前唯一低于4元的新股。每
每出现低价新股，新股市场都
为之兴奋，原因在于，低价新
股都保持着高涨幅的惯例，鲜
有败绩。数据显示，低价新股
平均涨停数高达16个。

值得注意的，当前的新股
市场正处于寒冬期，新股涨幅
大大减少。数据显示，2月份
上市的新股中，已开板新股平
均涨停数仅为4个，进入3月
份之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
已开板新股平均涨停数降至
3.2个，而2017年全年新股平
均涨停数高达10个。

不过，就目前新股市场来
看，低价新股依然保持着“不
败”战绩。今年1月份和2月
份的新股涨停冠军，都是由低
价新股保持。2018年上市的
新股中，仅七一二 （发行价
4.55 元） 还未打开一字涨停
板，但已收获11个涨停板，
要知道，2月份的平均涨停数
只有4个。

低价股平均涨停数高
达16个

本周新股申购最大亮点在
于：湖南盐业发行价仅3.71
元。低价新股拥有高涨幅的特
性，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据记者统计，2016年新
股申购新规实施以来，发行价
格低于 4 元的新股共计 20
只，分别是嘉泽新能、海天精
工、至纯科技、白银有色、华
能水电、贵州燃气、广州港、
秦港股份、聚灿光电、万里
马、重庆建工、国芳集团、康
泰生物、中国出版、中国核
建、德创环保、迪生力、建科
院、金石资源、海汽集团。

数据显示，低价新股都保
持着高涨幅的惯例，鲜有败
绩。唯一的“败仗”，是2017
年 12 月 15 日上市的华能水
电。由于华能水电的发行规模
较大，中签率较高等原因，仅
拿下4个涨停。

除华能水电以外，其余
19只低价股的涨停数都是两
位数，最高涨停数是29个，
由海天精工保持。整体来看，
20只低价新股的平均涨停数

高达16个。以此计算，中一
签湖南盐业可赚1.86万元。

新股市场温度骤降

新股收益率下降、两三个
涨停就开板……新股行情每每
持续一段时间后，就会有走弱
的表现。然而，进入2018年
2月后，新股市场温度骤降，
各项数据均创下2016年以来
的低值。

2月份上市的新股中，已
开板新股平均涨停数仅为 4
个，而这一数据在3月份并未
改善，已开板新股平均涨停数
降至3.2个，这一数据在1月
份还是7.7个，而2017年全年
新股平均涨停数高达10个。

观察打新市场冷热，可以
通过涨停数不足5个的新股数
量判断。据记者统计，2017
年12个月份中，仅4月份和9
月份没有涨停数低于5个的新
股。从涨停数低于5个的新股
数量占比来看，2017年有两
大峰值，分别是2017年 7~8
月份和11~12月份。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月
份之后，新股的涨停数骤减：
11只已开板新股中，有6只

涨停数不足 5个，占比高达
54.55%。3月份这一数据更
差，5只已开板新股中，4只
新股涨停数不足5个，占比高
达80%。

涨停冠军依然由低价
股担当

虽然当前新股市场处于寒
冬期，涨幅大大减少，但低价
新股依然保持着“不败”战
绩。今年1月份和2月份新股
涨停冠军，都是由低价新股保
持。

德邦股份于1月 16日上
市，发行价仅为4.84元，上
市后拿下13个涨停板，成为
1月份新股涨停冠军；

七一二于 2 月 26 日上
市，发行价仅为4.55元，上
市后拿下11个涨停板，目前
仍未打开涨停板，这对于平均
涨停数只有 4 个的 2 月份来
说，也是唯一涨停数两位数的
新股，七一二轻松拿下2月份
新股涨停冠军。

新股破发行情正在加速

新股离上市首日开板还有
多远？成为目前新股市场的一
个疑虑，特别是进入2月份之
后，一个涨停就开板，已成新
股市场新常态。

数据显示，10 个交易日
内，一个涨停就开板的队伍从
无到有，并已迅速扩大至 3
只，分别是养元饮品、今创集
团、华宝股份。更重要的是，
养元饮品当前面临的问题不再
是涨停板的多少，而是何时破
发。养元饮品也有望成为新股
申购新规下，破发速度最快的
新股。

随着打新市场收益率的下
降，次新股也出现持续调整。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
2016年以来上市的新股中，5
只股票出现破发。这意味着，
自2016年新股申购新规实施以
来，新股破发行情终于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18
年之后，次新股破发行情开始
加速。

据记者最新统计，破发次新
股已由此前的 5 只扩大至 13
只，分别是天能重工、步长制药、
赛托生物、三角轮胎、日月股份、
常青股份、金麒麟、博迈科、恒林
股份、道道全、华达科技、武
进不锈、世运电路。 （综合）

低价股平均涨停数高达16个
湖南盐业是亮点

本报讯（记者徐驰）即日起
至3月20日，在苏州宏宇金鹰
国际华为授权体验店，使用农行
银联信用卡绑定Huawei Pay消
费，可享满500元返现50元优

惠。
本 次 活 动 限 10000 个 名

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单设
备单张卡活动期间最多享受1次
返现优惠。

农行卡绑定Huawei Pay
消费满500元返50元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主要面
临两大方面问题：金融乱象丛生
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不足。面
对这些问题，2017年下半年开
始，金融监管政策接连“亮
剑”，拉开了我国“最严监管”
的序幕。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出
台，为金融创新“打扫好房
间”，也更高效、更精准地鼓励
真正的创新。对此，金诚集团旗
下财富管理品牌金诚财富，与时
俱进，更加规范产品管理的同
时，继续坚守初心，努力服务实
体经济。

与时俱进规范产品管理

金诚财富一直重视不断完善
产品的风控体系建设与规范化运
作，所有产品均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协会备案登记，保障投资者
所投资金的用途真实性，以及信
息披露的透明性，做到产品管理
看得见查得到。

为了响应国家金融监管政
策，金诚邀请浙江省证监局领导
来金诚做正式场检并指导工作，
对于公司治理、募集资金的管理
与使用，会计核算和财富管理的
合规性以及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内

容等有针对性地实施检查。

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

2016年，金诚集团正式确
立以“新型城镇化”为公司的发
展主线，以金诚特色小镇为核心
产品，目前在全国10个省份布
局59个特色小镇。当然，在这
个核心模式中，金诚财富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金诚集团在打造特色小镇的
过程中通过“PPP+金融化+产
业化”的模式打造“人、产业、
城市”三位一体的全生命链生态
闭环小镇，不仅帮助当地政府进
行前期的顶级规划以及基础设施
建设，还会以地方核心产业为主
导，加入医疗、教育、农业、地
产等配套产业从而带动小镇的发
展，真正解决城市发展的本源问
题——以物换物，保障把财富端
所募集的资金用于真正的实体投
资。

牢记十九大报告中反复强调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金
诚深知实现客户资产的保值升值
是企业的初心，更是企业得以生
存与发展的核心价值，在合法合
规的前提下，只有与时俱进不断
精进自身的产品，为客户创造财
富价值，才能在行业中长盛不衰。
金诚集团董事长韦杰在金诚全体
员工新年动员大会上说：“金诚
2018年的整体策略是‘稳中求
胜’，金诚财富2018年将在产品
结构、风控、还款上进行更加严
格的把控。” （小金）

金诚财富
不忘初心服务实体经济

本报讯（记者潘赟）早春健
康煮艺，你需要一口好锅，招商
银行为你送上健康好礼，信用卡
账单分期达标就能抢兑啦！

3月1日至3月31日，3月
份成功办理12期及以上招行信
用卡账单分期累计金额满8000
元，就可二选一抢兑价值2998

元的康宁铸铁锅或2018招行信
用卡积分；活动期间，3月份
成功办理12期及以上招行信用
卡账单分期累计金额满 800
元，即可享388积分。以上两
档活动可同享，活动期间，每
档活动每位客户仅可享受一
次。

招行信用卡账单分期
3月达标抢好礼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于
金融业而言也概莫能外。作
为一家“00后银行”，浙商
银行近年来主动拥抱新时代
的变化，通过善用“互联
网+”、大数据、区块链、
云计算等金融科技，不断提
升金融服务能力，发掘并满
足快速迭代的经济环境下深
层次的金融需求。

重新定义应收账款融资

近年来，凭借着池化融
资、至臻贷、易企银等金融产
品创新，浙商银行成功盘活
了企业的票据、存单、理财等
流动资产，有效助力其“去杠
杆、降成本”。2017年以来，
聚焦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困
扰，浙商银行运用区块链技
术打造了应收款链平台，不
仅帮助企业盘活趴在账上的
大量应收账款，也为“流动性
服务银行”增添了新的内涵。

据介绍，在应收款链平
台上，下游买方企业可签发、
承兑应收账款，将账面的应
收账款转变为安全、高效的

支付结算工具，盘活应收账
款，减少对外负债；上游企业
收到应收账款后，既可直接
用于支付，也可拿来转让或
质押融资。在业内人士看来，
这种依托应收款链平台构建
的供应链“自金融”商圈，不
仅能化解应收账款滞压烦
恼，还可充分挖掘企业的商
业信用价值，帮助企业乃至
整体产业“去杠杆、降成本”。

构筑财富管理的
“二级市场”

2015年，浙商银行顺
应“互联网+”浪潮，上线
了“理财产品在线免费转让
平台”，实现了银行封闭式
理财产品“定变活”的破
冰。随后，浙商银行又多次
进行了平台优化和功能升
级，逐渐形成了以“财市
场”和“财富云”为核心的
个人金融流动性服务方案。

据悉，浙商银行基于区
块链技术打造的“财易云”
平台，近日已投产上线。浙
商银行及其记账联盟成员的

客户，在这一平台上不仅可以
实现银行理财、基金、信托等
金融资产的购买和转让，甚至
还能实现积分、优惠券等客户
权益的自由交易，堪称财富管
理的“二级市场”。

将金融服务延展到你
我身边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蓬勃
发展，已使金融机构摆脱了对
物理网点的依赖，现代金融越
来越呈现为一项服务功能。因
此，客户在哪里，浙商银行金
融服务的触角就延展到哪里。

金融业是大数据的重要产
生者，也是典型的数据驱动行
业。它的广泛应用，为金融业
提供了功能强大的技术工具，
服务于金融管理决策、精准营
销、业务流程再造，也在很大
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
题，提升了金融行业的核心竞
争力。未来，浙商银行也将继
续善用包括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多种金融科技，
为各种新业态所代表的先进生
产力发展不断赋能。 （香蒲）

浙商银行以金融科技打造先进生产力

如若号码有误，兑奖号码以投注点公布的为准。理性投注 量力而行

本报讯（记者徐驰）即日起
至3月31日，云闪付APP有三
大活动等着大家来体验。

活动一是“新客驾到”。云
闪付APP新用户通过“新客驾
到”活动页面，注册、绑定农行
银联信用卡，并开通银联支付，
即可实时获得1张5元话费充值
券。新用户在注册后7天内使用
绑定的第一张银行卡完成1笔云
闪付APP的二维码交易，可再
获1张5元话费充值券。

活动二是“荐”者有份。已
注册云闪付APP的农行信用卡
客户，通过云闪付APP、社交

平台链接等入口，参与“邀请有
奖，‘荐’者有份”活动，每邀请1
名新用户，可获10元返现基础奖
励。邀请新用户达10名，则额外获
得50元返现奖励，达50名额外获
得400元返现奖励，达100名额外
获得用户数×10元返现奖励。

活动三是“三人成团”。已注册云
闪付APP的农行信用卡客户，通过
云闪付APP活动主页分享“三人成
团”活动，成功邀请2名农行银联信用
卡客户，完成注册、绑卡和实名认证后
即成功组成3人团，组团成功则邀请
人获得1次实时抽奖资格，新用户则
获得1次抽奖机会和5元话费券。

云闪付APP新用户享好礼
农行信用卡注册推荐都有礼

彩种

超级大乐透

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18028

18064

18064

中奖号码

4，19，25，
30，35+4，7

2，3，4

2，3，4，2，9

彩种

3D

15选5

七乐彩

东方6+1

开奖期号

2018064

2018064

2018028

2018028

中奖号码

3，3，9

1，5，8，12，14

7，14，21，23，25，
27，30+19

6，2，7，7，8，5+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