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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泛在电力物联网，到数字孪生、网络切片……

A股新概念层出忙坏资讯商

时时财经

Real_time finance&economics

叠

B

发

财

狮

子

2019.3.15��星期五

3月 11日上午，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联

合广东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联合会走进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广场，开展了 3·15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 向来

往市民主动派发宣传折页， 并现场讲解常

见的非法金融广告的识别方法、 非法集资

的危害， 向市民普及依法享有的财产安全

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权

利，增强市民的风险识别和自我保护能力。

提升维护消费者权益服务理念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通过多种形式不

断提升员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服务

理念， 如多维度对全行员工进行消费者

权益保护相关内容的培训， 包括消费者

权益保护基本理念、监管要求、理财产品

和代销产品销售管理、 服务规范等，同

时，加强消保知识与技能的考试力度，网

点相关人员需通过考试并获得上岗资格

证。网点人员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的认

知不断提高。 1 月 23 日，该行参加广东省

首届“金融与诚信”亲子金融知识竞赛，获

广州赛区一等奖、总决赛二等奖。

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

为切实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职

责，近年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不断完善

消保组织架构， 成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 统筹推动分行各项消保工作有

效落实。 该行建立了消保制度体系，配套

了相应的考核机制和全流程管控机制，并

定期评估、完善。 在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

服务时，该行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

和要求融入其中，针对可能影响消费者的

政策、制度、业务规则或收费定价，进行消

费者权益保护评估和审查。为防范销售过

程中的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该行在网点

销售专区统一配备标识牌、 产品清单、温

馨提示、统一投诉咨询电话等物料，规范

销售过程录音录像工作和销售人员行为

管理，并持续开展专项巡检。此外，该行还

聘请第三方专业公司开展网点服务、销售

等环节的暗访，并依托系统开展消费者回

访工作，向客户征求改进服务、产品的意

见，根据客户意见建议不断优化改进。

客户化厅堂优化服务

该行在 2018 年全面开展客户化厅

堂导入工作, 从优化厅堂各岗位的工作

流程、强化厅堂的服务意识、提升员工

的专业能力等方面着手，提升网点厅堂

的服务及管理效率。 该行网点全面升级

改造，根据客户动线将厅堂分为八个区

域，方便客户效地办理业务。 部分网点

开设了便民服务区、无障碍通道 、环卫

工人休息区、 母婴室等人性化的便民

服务， 将人文关怀渗透到服务细节中。

该行还定期在网点的厅堂开设微沙龙

活动，向等候区的客户普及消费者权益

保护的相关知识， 并在厅堂设置专门

的“公众教育区”，制作多款通俗易懂

的宣传折页和手册， 主动派发给消费

者， 帮助消费者增强防范风险的意识

和能力。

以消费者为中心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优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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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边缘计算、泛在电力物联网、数字

孪生、网络切片……A 股市场近期兴起

的各种高深莫测的新兴概念，真是让投

资者眼花缭乱，大呼“跟不上节奏”。 而

资讯商 Wind 也因为这些热点概念的兴

起，常常加班加点编制出这些概念指数

来。 遗憾的是，资讯机构的新兴概念指

数刚刚出炉， 第二天市场便没了兴趣，

热点个股动辄演绎出“过山车”行情。 分

析人士建议投资者在热点快速轮换的

过程中，不要轻易追热点，而是要选择

通过布局优质股来获得好的回报。

热点概念不断涌现

最近，新兴概念指数一个接一个出

现， 不仅令投资者眼花缭乱， 也让像

Wind 一样的资讯机构手忙脚乱。

本周一，泛在电力物联网概念横空

出世，金杯电工、智光电气、九洲电气、

积成电子等名称中带“电”字的个股集

体涨停。 Wind 随即紧急编制了一个“泛

在电力物联网指数”， 次日该指数大涨

逾 7%， 板块内 25 只成分股收获涨停，

占比近六成。

然而，泛在电力物联网概念热炒还

不到两天，“数字孪生概念” 又冒出来

了。 因波音 737MAX8 型飞机半年出现

两次坠毁事故，引发业界对数字孪生技

术的关注。 3 月 12 日下午，数字孪生概

念股能科股份、华力创通、华中数控等

个股突然爆发，集体冲上涨停。 随后赛

摩电气、丝路视觉等企业被挖掘出同属

数字孪生概念后，股价也纷纷被推至涨

停。 与数字孪生概念同一天爆发的，还

有异构计算概念、网络切片概念，以楚

天高速、润建通信为代表的概念股均闻

风大涨。

由于概念爆发突然，Wind 在 3 月

13 日才编制出数字孪生概念指数。 不

过，该指数的走势远不及泛在电力物联

网指数，在推出当天跌幅达到 2.67%。昨

日，数字孪生概念指数更是大跌 7.30%，

跌幅在两市位居第二。 与此同时，未待

Wind 编制出异构计算概念、 网络切片

概念指数，两个板块的热潮已经褪去。

公开资料显示，3 月围绕盘中热点，

Wind 新编制了边缘计算、参股科创板、

泛在电力物联网、数字孪生等多个概念

指数。 而这些概念指数自面世后录得涨

幅的天数越来越短。 如边缘计算概念指

数在 3 月 4 日发布，4 个交易日后指数

便开始飘绿，而参股科创板指数发布后

仅飘红一天就开始飘绿，数字孪生概念

指数本周三面世后， 连续两日下跌，累

计跌幅近 10%。

对于近期板块轮动的速度，不少网

友大呼“跟不上节奏”，并调侃道：柔性

屏炒了一个月； 边缘计算炒了一周；泛

在电力物联网炒了一天；数字孪生炒了

一下午……连最强大脑选手也跟不上。

新兴概念股频坐过山车

在新兴热点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个

股也上演着“过山车”的走势。 昨日，运

达科技低开逾 7%， 尽管随后做多资金

试图推高股价，仍然难阻震荡下行走势

直至跌停。 截至收盘，运达科技跌停，报

收 8.62 元。 盘面数据显示，昨日全日运

达科技成交额为 1.74 亿元，换手率仅有

4.41%。 而在此之前两天，因被归为数字

孪生概念股， 运达科技连续两日涨停

板。

“过山车”般的股价，让部分未来得

及出逃的接盘者损失惨重。 根据运达科

技周三的龙虎榜数据，长江证券武汉武

珞路等五个营业部共净买入 4335.64 万

元。 即使昨天这些游资能以盘中最高价

9.10 元/股出逃， 其损失也超过了 5%。

根据运达科技发出的风险提示，其控股

子公司广州运达在智能运维系统解决

方案中有数字孪生的技术应用。 但截至

目前，广州运达智能运维系统产品尚在

市场开拓过程中，没有形成销售收入。

股价前一交易日涨停次日转为跌

停的个股还有很多。 大港股份、盈方微

因芯片国产化概念连续 3 个交易日涨

停后， 昨日股价也快速下挫至跌停；金

杯电工、必创科技等前期因泛在电力物

联网概念连续收获涨停板，昨日股价也

急转直下至跌停。 Wind 数据显示，昨日

两市共有 109 只跌停股， 而其中 21 只

个股在前一个交易日刚刚收获了涨停。

主要系资金获利出逃

深圳金鼎资管董事长龙灏分析认

为， 近期板块轮动加速有三个原因：一

是部分后知后觉的场外资金跑步进场

时盲目抢筹； 二是随着股价大幅上扬，

部分个股透支情况越发严重；三是与相

关机构盲目解读政策有关，导致板块走

势快涨快跌。 龙灏认为，作为理性的投

资者应该以倡导价值投资为主线，在甄

选板块时注意追高被套的风险，把握板

块轮动节奏， 操作上严格执行止损规

则。

上海雷根资产总经理李金龙表示，

市场大幅上扬后， 由于存在“恐高”心

理， 获利资金的预期收益逐步降低，往

往刚刚上涨便选择获利了结。 后续若市

场增量资金和资金流出能达到均衡，则

轮动速度会变慢。 近期投资者应避开前

期涨势较猛的个股。

前期开源基金首席

分析师杨德龙 ： 热点此

起彼伏主要系近期上涨

较猛的板块获利回吐压

力加大、资金出逃造成 。

看好券商、消费、科技龙

头。 建议投资者在热点

轮换的过程中 ， 不要轻

易追热点， 而是选择通

过布局优质股来获得更

好的回报。 券商股作为

这轮行情发动的龙头板

块， 后续还会继续上涨

拓展的空间， 建议投资

者多配置。

机构观点

财通证券 ：从盘面特征来看 ，近期

呈现出了快速的轮动模式，强势个股逐

渐展开调整，而近期处在相对低位的板

块 ，如传媒娱乐 、网络游戏等再度被资

金挖掘出来实现补涨。 尽管北上资金昨

日恢复了净流入， 但幅度仍然不大，并

且尾盘有收窄的迹象，直接导致了外资

持股比例较高的消费白马股走势低迷。

轮动行情下建议关注低位股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