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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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2日，科创板正式
开市，安集科技、澜起科技、
中微公司、容百科技、光峰科
技、乐鑫科技、心脉医疗、
南微医学、微芯生物、铂力
特、虹软科技、航天宏图、
方邦股份、沃尔德、天宜上
佳、华兴源创、福光股份、
中国通号、睿创微纳、杭可
科技、嘉元科技、交控科
技、西部超导、青鸟消防、新
光光电等25家公司在上交所
挂牌交易。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首批25家公司的首日交易情
况都呈现出哪些特征：

1.开盘即大涨

开盘后，首批25只科创
板全线大涨。

随后涨幅进一步扩大，截
至 收 盘 ， 安 集 科 技 大 涨
400%，西部超导、心脉医
疗、澜起科技涨幅超200%。

2.盘中快速临停
上午931开始，杭可科

技、瀚川智能、虹软科技、中
微公司、乐鑫科技等股价因较
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
30%陆续被临时停牌。

3.成交额较大
截至上午 1030 左右，

科创板首批个股成交总额突破
200亿元。其中，中国通号成
交超55亿元高居首位，澜起

科技成交近29亿元位居其次。
截至收盘，中国通号成交

额高达 97.6 亿元，位居首
位，其次，澜起科技、中微公
司分别成交 45.6 亿元、30.9
亿元。

4.换手率较高
盘中，多只科创板股票成

交量激增换手率超50%。截
至收盘，安集科技、西部超
导、心脉医疗、睿创微纳、华
兴源创、铂力特等的换手率均
超80%，除南微医学换手率
为65.68%，其余18家公司换
手率均在70%—80%区间。

5.赚钱效应凸显
截至上午收盘，科创板

25只股票涨幅均超100%，平
均上涨159.65%，涨幅最高的
安集科技大涨415%，涨幅最
低的铂力特涨幅亦翻倍。

值得注意的是，安集科技
盘中最高暴涨520.6%，成为
昨日盘中涨幅最高的股票。而
安集科技的中签投资者，中一
签最高可赚逾10万元。

不只是中新股的投资者，
盘中买在底部的投资者，浮盈
也非常丰厚。如安集科技盘中
最低跌至110元，上午收盘价
202元，浮盈达84%；心脉医
疗盘中最低跌至101元，上午
收盘价177元，浮盈达75%。

6.机构获利出逃

Wind数据显示，截至上
午收盘，25只科创板股票的换
手率均超过50%，其中安集科
技的换手率最高，达到71%。
从股价振幅看，除南微医学振
幅不足100%外，其余24只股
票振幅均超100%，安集科技
股价振幅达到339.88%。

一大型公募基金人士表
示，由于开盘价太高，高估相
对明显，目前已全部获利了
结。如果未来要买入，建议估
值进入合理区间后，精选标
的。此外，某家中签的大型私
募亦表示，中签标的目前涨幅
很大，将择机卖出。

（综合）

全线大涨 换手率居高……

科创板首日交易呈现出这几大特征
本报讯 7月12日，在由《证

券时报》主办的“2019中国区银
行业年会”上，兴业银行斩获

“2019年度科创企业服务银行天
玑奖”。据统计，至2019年 6月
末，兴业银行服务科创企业突破
2.5万户，同比增长38.89%。

据介绍，兴业银行自2015
年推出“创业贷”布局科创金融
以来，围绕科创企业需求特点，
以“商行+投行”为抓手，不断
升级科创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
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股债贷
协同、境内外联动、跨市场配
置”的金融解决方案，在科创金
融服务生态圈持续扩大的同时，
科创金融客群不断壮大。

兴业银行不仅注重集团内部
联动，还积极探索外部联动，构

建投贷联动金融生态圈，创新推
出“投联贷”，通过外部股权投
资机构主“投”，兴业银行主“贷”
的合作模式，为科创企业提供股
债结合的全方位融资服务，目前
已迭代升级至3.0版本，针对合
作白名单内投资机构投资的企
业，最高可按照投资金额的90%
配套信用贷款，贷款期限可达三
年。截至6月末，该行“投联贷”白
名单内合作投资机构总数近140
家，投贷联动客户突破1000户，
贷款金额逾170亿元。

为拓宽科创企业股权融资渠
道，兴业银行推出“芝麻开花·兴投
资”投融资线上对接交流服务平
台，帮助科创企业与全国VC/PE
机构高效对接，打通投融资渠道，
并且通过该平台线上对接，兴业银
行对融资人和投资人不收取任何
费用。到今年6月末，“芝麻开花·
兴投资”平台投融资用户合计近
350户，已完成投融资项目对接近
60户，落地金额2.8亿元。（小兴）

兴业银行科创企业客户
同比增长约四成

本报讯 7月 17日，中信
银行与中国老龄协会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并启动“幸福+”
老年大学信息化行动，以综合
金融服务助力老年教育事业发
展，为“银发一族”提供全方
位金融及教育服务，兑现“为
老年人谋幸福”的初心和使
命。

双方此次战略合作，中信
银行将以多种形式支持老年教
育活动：一是率先启动“幸
福+”老年大学信息化行动，
通过搭建云服务平台，实现模
块化管理，解决老年大学报名
难、缴费难、选课难等问题。
二是通过大数据、系统管理，

对老年大学学员报名、选课等
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为老年大
学课程体系优化提供参考。据
悉，该平台已在贵州地区成功
试点，超过3万老年人享受了
便利的线上报名、缴费和选课
服务。三是与中国老龄协会联
合发布老年产业发展报告，支
持老年公益活动和文体活动，
为社区和养老机构老年人提供
专业咨询服务。

在中信银行的协助下，中
国老年大学协会将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和凝聚作用，广泛联系
各地老年大学、老年学校，大
力宣传、落实“增长知识、丰
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
康、服务社会”的老年大学办
学宗旨，充分发挥老年大学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
学习型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小周）

中信银行助力老年教育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
中国银行基于对企业财务高效
运作管理需求的深刻理解，
以及全球化金融服务经验，
推出安全、稳定、高效、覆
盖海内外的企业网上银行，
为企业搭建安全便捷的账户
管理、资金汇划、投融资及
跨境金融服务通道，提升企

业财务管理效率，促进企业
财富与价值增值。为回馈企
业网银客户，这个夏天，中
行企业网银客户活动季好礼
多多。

活动一：企业网银新签约
客户有礼。7月—9月期间，
签约企业网银并将2019年新
开立账户关联到企业网银的客

户可获赠价值200元礼品 。
活动二：企业网银交易有

礼。7月—9月期间，2019年
1月—6月未发生企业网银动
账交易的，且每月转账汇款
（不包含中行内同省转账）累
计交易金额排名全国前300名
的客户即可获赠华为mate20
手机一台。

中行企业网银客户活动季开始了
好礼相送更精彩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最近
邓超的新片《银河补习班》火了，泪
点频频也不乏笑点。想去电影院观
看的小伙伴们有福利啦，中行联合
淘票票送上独家立减优惠。

即日起至7月31日每周四、

五、六、日，打开中行手机银行，在
生活频道淘票票“观影购票”专区
在线选座购买影票，在淘票票优惠
价格基础上每单可享最高立减20
元。单个手机银行客户当月限享受
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中行手机银行淘票票购票享优惠
最高立减20元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辛苦
工作五天，终于又到周末，吃喝玩
乐尽在“农行掌银”。现在，农行携
手老娘舅发代金券啦。

7月8日至9月30日，农行
信用卡客户 （准贷记卡、商务
卡、EMV卡除外）登录农行掌
银 APP-信用卡-乐享周六专
区，选择“老娘舅25元抵30元
代金券”，可25元购买30元老
娘舅代金券。代金券可在短信指
定有效期内于老娘舅活动门店使
用，凭券可抵30元，剩余金额

需用农行信用卡支付。每月限量
1.5万张，每位客户每月限购买
2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活动期间，每周五、周六，持
卡人登录农行掌银APP-信用
卡-乐享周六专区，选择“老娘舅
15元抵30元代金券”，可15元购
买30元老娘舅代金券，代金券可
在短信指定有效期内于老娘舅活
动门店使用，凭券可抵30元，剩
余金额需用农行信用卡支付。每
月限量1.2万张，每位客户每月限
购买2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农行携手老娘舅发代金券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这
个夏天，从7月到9月，苏州银
行喊你做任务抽大礼。

7月1日起，当月完成1个
任务，可在爱奇艺/优酷/芒果视
频周卡中任选其一；当月完成4
个任务，爱奇艺/优酷视频月卡
或乐高创意套装等着你。

8月1日起，当月完成1个
任务，爱奇艺/优酷/芒果视频周
卡等着你；当月完成4个任务，
爱奇艺/优酷视频月卡、luna洗
脸仪等你来赢。

9月1日起，当月完成1个

任务，爱奇艺/优酷/芒果视频周
卡等着你；当月完成4个任务，
爱奇艺/优酷视频月卡、美国西
屋家用多功能电烤箱等着你。

参与活动方式很简单：登录
苏州银行手机银行，在首页向下
滑动找到“夏日任务大作战”图
片，点击图片进入活动页面即可
做任务。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客
户7月、8月、9月三个月每月
均完成4个及以上任务，且每月
均完成转账任务，即可抽取季度
大奖。季度大奖为摩飞多功能料
理锅+六圆盘。

苏行喊你完成目标抽大礼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建行撒福利，手机银行用户速
来围观。7月 5日至12月 31
日，只要你是建行手机银行指
定用户，就能玩游戏抽好礼。

活动期间，建行手机银行
指定用户进入“金猪送福 保
障盈门”活动页面，通关游戏
后即可抽奖赢取1分钱优惠购
险资格、1分钱购时尚数码礼
品资格，即中奖用户仅需支付
1分钱即可购买指定保险产品
或时尚数码礼品。保险产品包

括：“账户保”手机银行个人
用户资金安全保险 （200 万
份）、“账户保”个人账户资金
安全保险（200万份）和手机
碎屏险（1.8万份）。时尚数码
礼品包括苹果 iPhone XR、
苹果AirPods无线耳机、戴森
吹风机、大疆口袋云台相机、
Beats Studio3 头戴式耳机、
小米小爱蓝牙音箱、小米扫地
机器人等，共计10000份。

参与活动分三步：打开手
机银行，点击首页轮播栏位

“金猪送福 保障盈门”，进入
活动页面 ，点击立即参与就
可进入游戏；游戏通关即可立
即抽奖；抽取到1分钱优惠购
险资格后，依据页面提示直接
支付 1分钱购买指定保险产
品；如果抽取到1分钱购时尚
数码礼品资格，可依据页面提
示输入个人信息，支付1分钱
领取。领取保险产品或时尚数
码礼品成功后，可在活动页面
点击“我的”查询到保单信
息、奖品信息等。

建行喊你玩游戏抽大奖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夏季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季节，
心也变得充满渴望。跑步、骑
行、游泳，想要随时了解心
率、速度、身体状态，不想错
过来电、消息、微信红包，苏
州银行信用卡为你助力，首刷

就送价值139元的小米运动手
环。

7月1日至9月30日，首
次申请并成功核发苏州银行基
础信用卡的新户主卡客户（女
性卡、奕欧莱卡、苏房卡、
RUN卡除外），在卡片获批的

当月及后一个月内通过线上渠
道任意消费一笔，即可获得一
个市场价139元的小米运动手
环。

礼品将在客户符合本活动
相关规则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
发放。

苏行信用卡首刷就送小米运动手环
彩种
超级
大乐透
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19084

19196

19196

中奖号码
12，23，25，
34，35+1，7

6，4，5

6，4，5，2，8

彩种

3D

15选5

七乐彩

东方6+1

开奖期号

2019196

2019196

2019084

2019084

中奖号码

8，5，3

3，4，8，10，13
10，11，16，17，22，

26，27+28
2，6，8，7，7，1+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