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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7高管买入自家股票

北上资金近期也大举加仓金融股，分析称估值低是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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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卡在手，天下我有。 很多人以为只

要是“花钱”，就能刷信用卡，其实不然。 比

如说，购房的时候支付定金或首付，就不

能使用信用卡。 为什么呢？ 因为信用卡只

能用于消费，而不能用于投资。 使用信用

卡，一定要注意使用范围，不要踩到违规

红线，同时要合理消费，保护好个人征信。

一般银行在发卡时会跟客户签署客户

协议， 在协议中有明确规定信用卡的使用

范围。广发信用卡就在《广发银行信用卡客

户协议》 中表示， 信用卡只能用于消费领

域，不可用于生产经营、投资（包括但不限

于购买房产， 购买股票、 期货、 理财产品

等）、偿还债务、借贷等非消费领域。若发现

持卡人通过虚构交易或其他非法手段套取

信用额度， 银行将视持卡人违规情况严重

程度决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向公安机关报

案、提起民事诉讼等措施。

尽管银行会做出各种规定禁止信用

卡资产流入房产等投资领域，但因非法途

径使用信用卡导致资金流入现金贷、房

产、 投资等领域的案例却仍屡见不鲜，非

法套现就是一大典型手段。目前通过第三

方 POS 机违规套现的情况较为普遍，而

大量来路不明的 POS 机存在风险， 比如

刷卡后资金会暂时存储在第三方账户的

“二清机”，因为此后需要通过二次清算转

至收款账户，而一旦第三方账户出现资金

链断裂跑路或拒付套现金额，那么持卡人

就会遭受资金损失。 面对“套现严打”，持

卡人的套现行为还会被银行实行交易限

制、降额、封卡等处理，严重影响到个人征

信记录。

如今，有些人选择通过套现以达到消

费目的，来提升生活品质，广发信用卡提

醒持卡人，理性消费是合理使用信用卡的

前提，不合理消费容易导致资金链断裂从

而影响个人征信。 信用卡逾期会形成不良

信用记录，产生滞纳金、利息，一旦产生逾

期，持卡人应该及时足额补缴欠费及已经

产生的滞纳金或利息， 并正常使用信用

卡，对于非恶意主观逾期行为，两年后会

被覆盖，但在系统中会保留五年。

广发信用卡相关人士建议， 第一，持

卡人在使用信用卡时应量入为出，考虑个

人偿还能力，避免冲动消费；第二，产生信

用消费后，持卡人应记牢还款日期，按时

足月规范还款，认真履约；第三，谨慎对待

担保，减少因对方不良信用导致个人征信

受损。

买房能刷信用卡吗？

广发信用卡告诉你这些用卡常识

６ 月 １１ 日， 百事公司宣布投资 5000

万美元，在四川省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

建“百事食品四川生产基地”（简称“百事

四川德阳工厂”），以满足中西部地区不断

增长的需求。 该厂将是百事公司在西南地

区的第一个薯片工厂。 本次投资是百事公

司扩大产品线和提升能力的举措之一，致

力于赢得本地休闲食品和饮料市场，并确

保该公司专注于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签约仪式在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举

行，德阳市政府相关人员、百事公司大

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柯睿楠、百事公司大

中华区营运副总裁史岳臣等参加了签

约仪式。

百事四川德阳工厂拟建设用地约 118

亩，一期建设将安装全新生产线，以及配

套的成品与原材料仓库、公共设施等。“乐

事” 品牌是百事公司旗下 22 个年零售额

达十亿美元以上的品牌之一，也多次荣膺

独立品牌机构 Super Brands 所颁发的“中

国人喜爱的品牌”奖项，在国内的休闲零

食市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深受中国消费

者的喜爱。

此次签约是德阳主动参与新一轮对

外开放国家战略、 提升开放型经济质量、

引进外商投资的一项重要成果，对于推动

德阳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百事公司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柯睿

楠说：“中国是百事公司持续发展的重要

引擎之一， 我们将持续对中国的长期承

诺———植根中国、携手中国、服务中国。 百

事四川德阳工厂是我们公司在中国进一

步发展休闲食品业务的重要之举，它将为

百事在中国西南部地区的业务发展带来

新的机遇，为更多本地消费者提供美味多

样的百事优质产品。 ”

百事公司持续中国承诺

在四川德阳投资建新厂

图为百事食品四川生产基地项目投资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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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浦发银行昨日公告，称公司副董事

长、行长、副行长等7名高管从二级市场

合计买入公司40.8万股股票， 成交价格

区间为每股11.60元至11.68元。 按买入

的股份数及成交金额算，7名高管共花

了470多万元。 记者注意到，进入6月以

来，北上资金也在大举加仓金融股。 机

构分析认为，金融股防御性强以及低市

盈率，或许是高管增持和机构买入的主

要原因。

多名高管掏腰包买自家股票

据浦发银行公告，公司7名高管于6

月10日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买入自

家公司股票合计40.8万股， 成交价格区

间为每股人民币11.60元至11.68元。

记者在公告中看到，浦发银行副董

事长、 执行董事、 行长刘信义买入8万

股，副行长、财务总监潘卫东买入6.5万

股，副行长徐海燕、刘以研、王新浩、崔

炳文、 谢伟则分别买入6万股、5.1万股、

5.1万股、4.8万股、5.3万股。 按买入的股

份数及成交金额计算， 这7名高管共花

了逾470万元。

而在去年银行股价走低乃至“破

净”时，浦发银行高管也曾集体出手增

持。 资料显示，2018年7月11日至12日期

间，浦发银行行长刘信义和副行长潘卫

东、徐海燕、刘以研、王新浩、谢伟就曾

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买入该公司A股

股票， 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9.35

元至9.58元。 根据买入股票数计算，6人

合计买入34.85万股浦发银行股票，共

花了300多万元。

“高管增持也给市场释放了非常

正面的信号，此后浦发银行股价再也

没有低过当时的高管二级市场增持

价格。 ”浦发银行董事长高国富在该

行今年 4月底的股东大会上如是表

示。

对于浦发银行再获高管买入公

司股票，机构分析认为，虽然增持

金额不大 ， 但体现出高管对于其

自家公司发展的信心 。 实际上 ，浦

发银行此举在金融行业中并非个

例。 记者梳理发现，中国平安高管

在 5月份也进行了增持，合计增持额

为6798.22万元。

大金融板块获北上资金加仓

“高管自掏腰包增持， 对公司来说

会有一定的利好作用，能向投资人释放

积极的信号。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

学家杨德龙向记者表示，此举也表示公

司的高管看好公司的未来，因此具有一

定积极意义，但能否拉升股价则要看市

场是否回暖。

记者梳理发现， 在去年7月高管增

持之后， 浦发银行股价开始震荡上扬，

曾在2018年11月初达到11.18元这一阶

段性高点。 2019年以来，浦发银行股价

更曾冲破12元。 截至昨日收盘，浦发银

行报收11.42元。

从资金流向来看，Wind数据显示，

今年4月和5月， 北上资金大量卖出。

其中，5月北上资金合计净卖出额高

达536.73亿元，创下了单月净卖出的

最高纪录。 但6月份以来， 沪深两市

股指呈现持续回调整理的态势，北上

资金却逆市持续流入A股。

Wind数据显示，6月10日，北上资

金单日净买入78.97亿元，创4月以来

单日净流入新高。 其中，沪股通净买

入49.58亿元， 深股通净买入29.39亿

元。 此前一周，北上资金的净买入额

依次是 44.07亿元 、10.65亿元 、30.58

亿元和10.8亿元。 截至10日，6月以来

北上资金合计净买入175.05亿元。 而

从流入情况看，北上资金买入较多的

是银行股，无论是持股数量还是持股

市值变化均居于前列， 如中国平安、

兴业银行、 招商银行等均获得逾6亿

元北上资金买入， 其中中国平安以

15.34亿位居榜首。

另外，金融股获加仓明显。 Wind数

据显示，在成交活跃股方面，昨日位居

净买入前三的分别是贵州茅台、中国平

安及招商银行， 分别获净买入8.7亿元、

7.8亿元及2.3亿元。

目前银行股估值处于最底端

同花顺数据显示，银行板块年初至

今涨幅为17.6%， 但其总体估值却依然

较低。 同花顺数据显示，银行股在所有

行业中的估值应该算是最低的行业之

一，目前市盈率仅为6.87倍。天风证券分

析认为，这个行业从2007年大牛市之后

基本上就一直被低估。 因为银行业是强

周期行业，采用市净率估值法，目前整

个行业的加权市净率才0.84倍。

杨德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整个银行股估值是处于全市场最底端，

估值上已经是被低估。 但由于银行的盘

子较大， 所以大幅反弹的可能性也不

大，更多的就是震荡反弹的走势。 不过

中小银行的股价会更有弹性。 杨德龙表

示，在金融板块里面，券商的弹性最大，

其次是保险，最后是银行。

中泰证券在研报中指出，银行股的

核心投资逻辑是宏观经济，尤其是中长

期的宏观经济，中泰证券建议投资者关

注工行、建行、农行、招行、宁波银行。 国

信证券则预计，未来一年板块整体估值

难有提升，建议优先选择以大型企业为

主要客群、基本面稳健、估值低的大型

银行， 和以中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

象、风控能力突出、估值相对合理的小

型银行，比如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宁波

银行、常熟银行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