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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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种

大乐透

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20044

20103

20103

中奖号码

1,3,22,28,30+2,5

9,0,4

9,0,4,9,1

为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的金
融支持，兴业银行专项安排300
亿元贷款额度，并配套专项价格
补贴，优化资产负债比例考核，
鼓励分行加大先进制造业企业中
长期贷款投放力度，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

在区域上，聚焦京津冀、粤
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重点区
域，为区域内制造业企业配套差
异化产品支持，提供专业化服
务；在行业上，聚焦5G、特高
压、集成电路、轨道交通、航空
航天设备等细分领域，制订有针
对性的行业服务方案，突出加大
对先进制造业的信贷投放力度，
优化信贷结构，不断完善和提升
制造业金融服务水平。

针对制造业企业不同发展阶
段和生命周期金融需求，兴业银
行将发挥“商行+投行”优势，
为客户提供涵盖项目融资、债
券、供应链金融、权益类投资、
技改基金等多元化、特色化综合
金融服务。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制造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以
对冲疫情影响，实现高质量发
展。近年来，兴业银行坚守本
源，将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
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中之重，加
快自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加大优化金融供给，与制造业企
业“相伴成长”。疫情之下，兴
业银行快速响应推出一系列政策

“组合拳”，包括加大信贷投放、
优先支持中长期贷款需求、开辟
绿色通道、给予利率优惠、强化
考核激励、配套专项资源等，支
持制造业企业从抗击疫情、加快
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转向高质量
发展。

数据统计显示，2019 年，
兴业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3548
亿 元 ， 对 公 信 贷 占 比 为
19.71%，余额、占比均位居同
类型银行第一，且资产质量良
好，不良率最低；今年一季度继
续保持稳健增长，制造业贷款客
户8.73万户，贷款余额3534亿
元，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
763.94 亿元，同比增长 11%，
高技术制造业贷款余额968.61
亿元，同比增长145.77%，占制
造业贷款比例为27.36%。

（晓兴）

兴业银行设立300亿元专项贷款
加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以及中国银保监会苏
州监管分局下发的《关于做好苏
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
精神，中信银行苏州分行积极响
应，全面部署，第一时间落实各
项工作举措，有序推进全行垃圾
分类各项工作。

该行第一时间成立垃圾分类
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部门和
人员分工，并制定了垃圾分类实
施方案及部署了阶段工作。该行
在分行办公大楼、支行营业场所
开展倡导绿色生活、反对铺张浪
费、实施垃圾分类、提高资源利
用率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
广大员工厉行节约、崇尚自然简
约的生活工作方式。同时，充分
利用营业网点的电子屏、海报
架、微信群等宣传工具，进行垃
圾分类的全覆盖宣传，普及垃圾
分类知识，营造全员发动、全员
参与的浓厚氛围。

在具体落实垃圾分类举措方

面，该行严格取消所有办公区域
员工工位垃圾桶，同时按照苏州
市垃圾分类标准，结合不同区域
实际，确定配置标准，统一落实
分类垃圾桶布设。如在办公区按
楼层集中布设可回收垃圾、其他
垃圾、有害垃圾及厨余垃圾桶，
在员工餐厅及厨房区域设置厨余
垃圾和其他垃圾桶，在营业厅堂
摆放可回收垃圾及其他垃圾桶。
为确保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
处，该行要求各责任部门及支行
必须明确相关工作管理员，并将
实施常态化的监督检查、考核以
及通报工作，凡是年度考核不达
标的则将在对应单位年终党建考
评中进行扣分。

垃圾分类不仅需要政府推
动，更需要全民参与。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行政管理部副总经理冯
华表示：“建立健全垃圾分类工
作的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机制，
要求我们从自身做起，减少一次
性用品的使用，从源头减少生活
垃圾，养成主动分类、自觉投放
的行为习惯，真正形成垃圾分类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良好氛
围。” （中信）

中信苏州分行落实垃圾分类工作

与4月份相比，5月份的
经济活动逐步复苏并有所回
升，大消费逻辑活跃度得到延
续，带来了很高的回报，虽然
指数上攻较为温和，但是市场
普遍认为稳扎稳打有利于消化
密集套牢区的浮动筹码，对于
6月份交易，部分机构更是信
心满满。截至5月31日，包
括开源证券、国元证券、西南
证券、川财证券、新时代证券
等在内的多家券商在最新研报
中分别表达了对6月份行情的
预判以及各自看好的“十大金
股”。

综合来看，得益于市场情
绪逐步回升、我国经济基本面
复苏优势、内需主导行业存在
边际改善的可能，盈利能力较
强的龙头股、业绩确定性高的
白马股、防御属性持续体现的
大消费股，成为券商“十大金
股”配置的重要属性。

新时代证券首席策略分析
师樊继拓表示，从6月份开始
到三季度，市场将会更多关注
各行业边际的改善，而不只是
长期逻辑，所以在持有消费的
同时，建议增配经济恢复相关
的标的。

具体来看，有45只个股
成为券商高频推荐的 6月份

“金股”，其中，美的集团、中
炬高新、恒立液压、格力电
器、长安汽车、海尔智家、浪
潮信息等10只个股更是成为
近期机构扎堆推荐的“人气
股”，机构看好评级家数均达
到20家以上。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
家杨德龙告诉记者，消费股可
以长期持有，随着越来越多的
资金对消费白马股投资价值的
认可，它们将来还有很大的上
升空间。对于科技股，调整已

经比较到位，现在在市场的底
部可以采取分批建仓的方式进
行抄底。但由于消费股盈利更
稳定，投资风险更低，所以建
议50%以上的仓位还是要配置
在消费白马股上，作为行业风
向标的券商股可以提前埋伏，
科技股也可以分批抄底，但这
两者加在一起不要超过50%，
这种组合的风险相对较小。当
然也可以配置一部分黄金类的
资产来做风险对冲，往往在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股市表现不
佳时，黄金有相对比较好的表
现，可以考虑配置一部分黄金

股。
杨德龙还强调，6月份市

场结构分化的特征依然非常明
显，大家一定要坚持价值投
资，选出业绩优良的股票进行
配置，才能抓住机会，同时避
免配置绩差股、题材股。

进一步统计发现，上述券
商的6月份“十大金股”中，
有33只金股已在5月份的行
情中崭露头角，其中，索菲
亚、西麦食品、国轩高科、珀
莱雅、公牛集团等5只人气品
种5月份累计涨幅均超20%。

（综合）

券商6月“十大金股”扎堆消费概念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即
日起至7月31日，浦发银行开
展“有福同享 推荐有礼”活
动，推荐新客户就有礼品相送。

活动期间，被推荐人当月或
次月月日均金融资产达到5万元
（含），推荐人可获得50元天猫/
京东券。被推荐人当月或次月月
日 均 金 融 资 产 达 到 50 万 元
（含），推荐人可获得100元天
猫/京东券以及新客权益码。凡
成功推荐客户达标且成为优客及
以上，推荐人可参与一次福袋抽

奖，抽取德龙咖啡机、戴森空气
净化风扇、戴森吸尘器、双立人
厨房套装等品质好礼。

如何参与呢？打开浦发银行
APP-生活-热门活动-推荐有
礼。

即日起至6月30日，本月
日均总资产首次达到50万元及
以上，还可领取“卓信招募礼
包”一份，价值238元的品牌瓷
杯一只（G20峰会同款）。领取
路径为：浦发银行APP-我的权
益-我的礼包。

浦发“荐”面礼待你领取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疫情过后，你还在健身吗？你
会因为消费压力大而减少锻炼
吗？别纠结了，一个补贴在等
你。

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江
苏省体育局消费券项目全面开
启。全省500多家定点场馆任
您选，普通场馆消费满100元
立减50元，冰雪场馆满200
元立减100元，省内场馆消费
金额20%返还，省外场馆消
费50%返还，最高可享千元
优惠。你可以通过办理长城江
苏全民健身卡以及使用全民健
身公共积分两种方式来获得补
贴。

本次抢券时间为2020年
6月至2020年9月，连续4个
月，每月 1 日和 10 日上午
10:00开始抢券，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体育消费券发放期
间，在中国银行办理“江苏全
民健身卡”可参与江苏省体育
局主办的江苏省体育消费券惠
民补贴活动。持卡人下载中国
银行“手机银行”或“缤纷生
活”APP，在“生活”-“运
动专区”-“江苏体育局消费
券专区”领取“满 100元减
50 元”普通消费券和“满

200 元减 100 元”冰雪消费
券。

持卡人可在“我的优惠
券”中查看消费券获取及使用
情况。在2017~2019年已参
与申领体育消费券的健身群众
每人每月各限领1次，单卡消
费券累计最高补贴600元；新
申领健身群众参与普通及冰雪
消费券每人每月各限领2次，
单卡消费券累计最高补贴
15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
得，用完即止。健身群众在
定点体育场馆出示体育消费
券二维码，即可在专用POS
机具上冲抵消费金额 （使用
有效期为领券当月）；在使用
之前，请告知指定场馆需使
用体育消费券。

健身群众进入“全民健身
公共积分”微信小程序，使用本
人手机号码和有效身份证件实
名注册，获得“全民健身公共积
分”账户。活动期间，健身群众
在江苏省体育局指定的省内定
点场馆使用银联卡刷卡消费
后，即按每次消费金额的20％
比例返还积分至“全民健身公
共积分”账户中，每次返还金额
不超过 50 元。领取过 2017~
2019年度全民健身积分的健

身群众，每人每月限返还1次，
全年累计返还不超过2次，累
计金额不超过100元；新申领
的健身群众每月限返还2次，
全年累计返还不超过6次，累
计金额不超过300元。

活动期间，江苏户籍居民
在河北张家口市定点冰雪场馆
刷银联卡进行冰雪消费后，即
按每次消费金额的50%返还
积分，每人全年返还的积分累
计不超过300元。

账户中积分余额可实时查
询，并在任一定点场馆全额抵
用。也可通过“积分通”微信
小程序自主申领“银联”标志
的“虚拟银行卡”，将积分进
行充值后在任何银联POS机
上兑付使用。

江苏支援湖北疫情防控的
医务人员、工作人员到中国银
行省内网点办理“江苏全民健
身卡”，并下载中国银行“手
机银行 ”或 “缤纷生活”
APP，省体育局将委托中国银
行将体育消费券发放至办卡人

“江苏全民健身卡”权益账户
中。健身群众在定点体育场馆
出示体育消费券二维码，即可
在专用POS机上冲抵消费金
额。

江苏体育消费券来了
到中行办江苏全民健身卡可抢券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5月 28日，建行吴江分行普
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鹤、建
行运东开发区支行行长刘彪
等走进清研创业谷，开展

“建行普惠金融服务”讲座，
为谷内企业讲解企业融资相
关内容。

清研创业谷位于吴江经济
技术开发区清华汽车产业园
内，是吴江第一批众创空间联

盟成员单位，创业谷以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为主旨，帮助创业者实现创
业创新目标。目前谷内已累计
引进入孵企业 49 家。讲座
中，张鹤结合创业代表提出的
需求与问题，有针对性地介绍
了包括云税贷、房押快贷、薪
金云贷等在内的普惠产品，为
创业代表们融资提供了建行金
融解决方案。

为积极响应区政府服务实
体经济要求，努力破解民营企
业、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坚守
普惠初心，2020年，吴江建
行组建了“金融服务顾问团
队”，深入开展“百行千人进
万企”活动，加大对实体企业
的走访服务力度。今年以来，
虽受疫情影响，但吴江建行普
惠金融贷款余额和客户数较去
年同期仍实现了双增。

建行送普惠金融进清研创业谷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即

日起至8月31日，中行邀请老
用户邀好友领话费，老用户还能
得金豆。

活动期间，中行手机银行新
注册用户通过中行手机银行老用
户分享的活动页面，首次成功注
册手机银行，即可获得10元话
费优惠券，老用户（分享人）可
以获得50个金豆/人（金豆可兑
换积利金，积利金持仓可选择卖
出或者达到一定量后补价差提取
实物金）。礼品数量有限，先到
先得。

老用户（分享人）操作程序
如下：登录中行手机银行—首页
热门活动—点击“分享有礼 金

豆送不停”—点击“分享邀
请”—将自助注册链接通过微信
分享给目标客户。当新用户（被
分享人）注册手机银行（完成绑
卡和人脸识别），老用户（分享
人）可在3天内通过热门活动页
面查询成功分享情况，还可以通
过“我的”-“我的奖品”查询
兑换金豆，多邀多得，最多可获
得300个金豆。

新用户（被分享人）操作程
序如下：新用户通过分享人分享
的活动页面完成注册，获得10
元话费优惠券，首次登录手机银
行成功注册绑卡后，可在“我
的”-“我的奖品”里查询和使
用话费券。

中行邀好友可得金豆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夏
天到了，吃点好的吧。苏州银行
为你省钱。

即日起至8月31日，苏州
银行卡客户在金鸡湖大酒店金咖
啡厅就餐，可享受自助餐门市价
7折优惠。请提前至少一天预
约。

即日起至8月31日，苏州

银行卡客户在金鸡湖新罗酒店就
餐，可享受周六、周日自助午餐
6折优惠，周五、周六自助晚餐
7折优惠。

即日起至7月31日，苏州
银行卡客户在苏州阳澄喜柯大酒
店，可以1188元的价格享原价
1988元的欢聚宴，可供8至10
人用餐，需提前一天预订。

刷苏行卡品牌自助餐6折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