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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广发卡高速通行低至 7.6 折

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大力推动高速公

路 ETC 发展应用工作的通知》，2019 年年

底， 全国将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同

时，ETC 覆盖占比将达到 90%。 面对各大

银行推出的 ETC 办理服务，你还在比价哪

家银行更优惠吗？近期，广发信用卡将对车

主卡全新升级，ETC 电子标签免费领，最

优可享 7.6 折通路优惠， 同时还为用户带

来 9 重车主福利。

此次升级活动将对广发标准车主信用

卡(含精英白金卡等级)全新增加“高速通

行费每月消费达标最优 7.6 折权益”。 新客

户成功办卡并激活， 可免费领取价值 200

元的 ETC 电子标签，电子标签全线上自助

申请，足不出户、自主安装、方便高效。

当然，不少用户会觉得“ETC 卡太鸡

肋，只有高速通行才能用得上”，对此，广

发信用卡还推出 9 重车主大礼包，充分满

足用户在日常用车中的各类服务需求，比

如，除了新客户免费 ETC 标签邮寄到家、

高速通行最优 7.6 折的服务外， 大礼包还

包含了免费获赠 50 元广发商城全品券、

最低 1 元洗车优惠以及车辆保养、驾车行

驶服务等权益，相关升级权益将在 8 月中

上线，具体可关注广发信用卡公众号以及

发现精彩 APP。

与此同时， 办理车主精英白金卡客

户，在享有以上全部权益后，还可享 1600

万航空意外险、 指定地区机场一元停车、

指定机场 CIP 快速安检、高铁休息室及快

速检票礼遇等权益，真正实现“一卡在手，

出行无忧”。

广东和北京的车主还可享专属优惠，

使用粤通卡加油消费笔笔 1%返现，每月消

费达标享道路通行周末 82 折，使用速通卡

每月消费达标最优享 7.6 折优惠。

此外，也有人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如

果是广发卡的老用户， 怎么申请电子标签

呢？别着急，广发卡还联合 ETC 助手，为老

客户送出专属客户福利： 办理腾讯王卡也

可得免费电子标签， 腾讯王卡新客户可以

登陆广发信用卡官方微信， 扫描广发客户

专属二维码进入微信小程序“ETC 助手”，

在小程序内办理腾讯王卡， 就可以免费领

取 ETC 电子标签。

而除了大波免费、优惠等权益外，广发

银行方面还推出“推荐办卡赢大奖”万元

礼券抽奖活动，在 9 月 30 日前推荐新客户

办理指定信用卡，最高可获得华为 P30pro

手机+华为Matebook13 笔记本大礼包。

沪指收复2800点迎布局机会

国内外机构纷纷唱多A股

广发基金： 从中期角度， 目前

A

股位于高性

价比区域， 风险溢价再次突破

1

倍标准差 。 但短

期而言， 场外不可控因素的阴影暂未散去，， 中报

业绩下滑有待进一步确认， 底部有待夯实 。 大势

趋弱的背景下， 建议重点关注结构性机会， 如科

技成长、 黄金和汽车等板块。

招商基金： 上周

A

股在场外不可控因素进一

步升级的影响下继续调整， 全球资产进入避险模

式也进一步加大了

A

股的调整压力 。 中期来看 ，

经过连续下跌后

A

股的性价比逐渐上升， 当前点

位不宜过度悲观。 板块方面， 考虑到下半年经济

基本面仍将承压， 可适当关注景气度向上且估值

合理的板块， 包括乘用车、 创新药和光伏行业的

投资机会。

乾明资产： 近期调仓不减持的观点还是比较

合理的。 首先， 目前上证指数已经回吐了今年大

部分涨幅； 其次， 当前市场总体信心不足， 许多

个股下跌是信心冲击带来的影响 ， 而非基本

面大幅变动； 同时 ， 除了大金融 、 大消费等

今年的热门板块还处于今年的高位 ， 许多

板块已经回到年初低位水平， 并且具备良

好的中长期配置价值， 因此从部分

估值较高的板块转移到有安全边际

的板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在 2800点之下徘徊多日后，A股市场再度活跃起来。 昨日，A股三大指

数悉数收涨，沪指上涨 1.45%收于 2814 点。 盘面上，概念板块、主题行业普

遍飘红，两市 3000多只股票近九成收涨。 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国内外知名机

构纷纷看多 A股，认为前期市场下跌主要受全球股市下挫带动，随着利空被

逐步消化，一些已经跌至低位的个股再次迎来布局机会。

华为概念股全线爆发

昨日，沪深两市小幅高开，券商、

消费板块携手发力带动指数不断攀

升。 午后，以华为产业链概念为首的

科技股午后全线爆发， 歌尔股份、宏

达电子等个股批量涨停。 在此情况

下，A股三大指数也继续稳步走高。

截至收盘，沪指收涨1.45%，重新收复

2800点大关；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均

涨超2%。 个股方面，昨日共3197家个

股上涨，占比近9成。

盘面上，LED概念、 集成电路概

念、 华为概念等科技板块领涨两市，

昨日相关指数涨幅均超4%。 其中，华

为概念表现最为强势，30只概念股昨

日无一下跌，歌尔股份、宏达电子、激

智科技、 中石科技等7只个股在资金

的推动下， 股价快速拉升报收涨停，

此外，沪电股份等12只个股涨幅也超

5%。 以歌尔股份为例，该股昨日高开

近2%，随后股价持续走高。 距离收盘

还有30分钟时，歌尔股份股价冲至涨

停并封板。

北向资金也保持净流入态势。

Wind数据显示， 昨日北向资金合计

净流入22.39亿元。 其中沪股通

净流入3.01亿元，深股通净流入

19.38亿元。至此，北向资金已经

连续3个交易日恢复净流入，近

3日净流入额分别为

25.49亿、13.95亿、22.39

亿元，合计61.83亿。

机构称最佳战略配置时机来临

近期宜调仓不宜减仓

信息时报记者在梳理机构研报

时发现，在当前点位，国内外机构对

A 股的信心越来越强。而据中国证券

报报道，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

创始人瑞·达里奥 8 月 7 日公开表

示，中国改革开放成绩斐然，近期的

一系列事件只是历史正常发展的轮

回，市场反应过于激烈。 达里奥认为

投资经理忽略现在的中国，将会是职

业生涯最大的败笔。他建议全球投资

者进入中国市场“宜早不宜迟”，并认

为现在是最佳时机。

民生证券最新策略认为，A 股在

当前位置的配置价值凸显，是长期资

金入场布局的相对安全区域，建议关

注科技股景气度改善及提前布局高

股息行业。

此外，前海开源基金首席分析师

杨德龙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

认为，现在又到了布局优质核心资产

的时间窗口。 他表示，本周在众多利

好消息的推动之下，A 股市场将有望

出现持续的反弹，市场的信心也会逐

步修复。现在是布局下一轮上涨的最

好的时机，特别是一些优质的核心资

产。由于受到个别白马股业绩爆雷的

影响，包括白龙马股在内的一批核心

资产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而这正

好为长期看好这些核心资产投资者

提供了一个入场抄底的机会。

上周五，中兴通讯、安琪酵母、片

仔癀、好太太四只此前被市场公认为

白马的股票，当天同时出现跌停或接

近跌停，而在此之前，东阿阿胶、涪陵

榨菜、大族激光等个股因业绩大幅下

滑或被质疑项目造假，股价承压遭遇

跌停。 鉴于近期白马股业绩频频爆

雷，目前，投资者是否需要暂时放弃

白马股，转战科技股？对此，乾明资产

研究员周至劭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多年以来白马股始终走

着自己的节奏，多年持续的上涨主要

是业绩提升带来的，但这并不妨碍其

也有高估和低估之间的周期轮动，目

前酿酒、食品等板块在经历年初以来

大幅上涨后处于历史估值高位，即使

业绩按照预期走，股价也难以继续出

现大幅上涨，更有可能维持在当前水

平消化估值，而一旦出现低于预期的

情况，则容易被放大而出现戴维斯双

杀，因此当前时点离场也算是合理选

择。

而中信证券则在其最新发布的

研报中表示，目前依然是以时间换空

间的最佳战略配置期，宜调仓不宜减

仓。 报告称，投资者调仓时可以密切

华为产业链、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和住宅竣工复苏等四条主线。

短期也可介入受益于人民币贬值预

期的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