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G

华为概念股

今年涨幅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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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该行讲师给学生们派发了 10

元真钞，生动形象地为他们讲解新版人民

币的防伪特征。 同学们认真倾听，学习辨

伪，踊跃举手回答问题。 该行还将儿童金

融漫画读本送到同学们手中，同学们非常

感兴趣。

随后，该行工作人员走进村里慰问贫

困户，并向村民们宣传金融知识，提醒他

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接到可疑电话要

保持警觉， 拿不准的事情多和亲友商量，

不要听信不法分子的遥控指挥，造成不必

要的财产损失。

金融知识助扶贫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坚持送金融知识

进贫困村。 2018 年，该行先后两次赴省定

贫困村———韶关市新丰县紫城村开展党

建扶贫，在捐助扶贫经费的同时，举办防

范金融诈骗知识讲座。 今年 4 月和 5 月，

该行分别前往清远西尾村和广西贺州开

展金融知识进乡村工作，将金融知识传播

给贫困村的村民们。 西尾村的一位村民

2018 年曾被诈骗损失了 5000 元，听了讲

座后，他表示增强了自己防金融诈骗的意

识，今后再也不会轻信诈骗分子了。

深入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今年 9 月份，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全

辖范围内开展 2019 年度“金融知识普及

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

做金融好网民” 金融联合宣传教育活动。

该行的营业网点每天不定时有厅堂人员

担任“微沙龙宣传员”，向等候区的客户开

展“微沙龙”活动，重点宣传金融基础知

识、金融标准、非法金融活动、防范非法集

资、反洗钱、人民币知识等金融知识，增强

客户的风险防范意识。

该行还深入社区、商圈、乡村、校园

等开展户外宣传活动。 在广州一些社区，

该行设置专门的宣传点， 向居民派发宣

传折页和各类防骗手册， 讲解安全用卡

的知识和如何识破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

的技巧。 在一些商圈里，该行宣传人员向

商户的工作人员、 客户介绍日常用卡支

款的小技巧和安全用卡小常识， 如如何

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信息和密码、 如何

识别和防范电信和银行卡诈骗等。 该行

还把金融知识沙龙开进了大学里， 向大

学生讲解防范非法校园贷、 网络诈骗等

金融知识，还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学生

们积极参与，气氛活跃。

送金融知识进贫困村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深入开展金融知识宣传

9 月 19 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走进广东省定贫困村———清远市佛冈黎安

村，为当地上黎小学四年级学生送上一节别开生面的金融知识课，并到村里向

村民们宣传防诈骗、反洗钱金融知识。

还有不到十天， 国庆黄金周就到了。

不少职场人士终于能从堆积如山的工作

中缓一口气， 开始进入兴奋的假期倒计

时，不少人更是已迫不及待地为假期做好

了完美的计划———在异国的阳光海滩漫

步，又或是收集起城中至流行的购物攻略

盘算着在假期“血拼”一番……对于节日

引发的消费热潮，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捷信”)提醒广大消费者，买买

买固然痛快，但一定要理性消费，以免过

度消费影响个人征信。

广州白领阿英早在今年 8 月份就计

划要在国庆长假期间带上父母外出旅游，

在与父母商量后， 她最终选择了国内游，

目的地是云南丽江。“到丽江的路途不算

远，父母不用太奔波，而且十月份的丽江

非常漂亮，父母可以在田野间看到丰收景

象，也可以在丽江泸沽湖沿岸欣赏到格桑

花花海。”阿英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虽然

她每个月的薪资有六千多元， 收入稳定，

但这一趟旅游预计花费约一万元，对于刚

参加工作不久的她而言，还是一笔不少的

开支。 为了能顺利旅游，还不影响到家庭

的生活质量，她在朋友的介绍下办理了一

笔捷信消费贷款。捷信的工作人员在为阿

英办理贷款时表示，“捷信一直以来提倡

消费者要切记理性消费，量入为出，超前

消费时要合理评估自己的还款能力，否则

将有可能影响个人征信。 ”他又向阿英讲

解了一个可以用来评估自身还款能力的

简单方法：从每月收入中减去每月基本开

支（如生活必需品、食品、交通、电话费等）

和减去收入的 20%作为风险储蓄，余数即

为每月可承受的还款数额。

阿英在清楚了解合同条款与《借款人

须知》后，仔细评估了自己的还款能力以

及合理安排了还款时间， 签字确认后，该

笔消费贷款很快就批下来了，非常方便。

目前，中国新生代消费者逐渐成为劳

动市场主体， 更强调个体当前的生活质

量。 央行日前发布的《2019 年消费者金融

素养调查简要报告》 提到，“与 2017 年相

比，消费者对延迟消费的偏好略有下降”，

意味着一部分人不再存钱，而是把钱即时

花掉。“花明天的钱，买今天的东西”，这种

超前消费的形式近年来在年轻人当中也

越来越普遍。

有人将年轻“负翁”的现象归咎于超

前消费，然而早前已有媒体评论认为，“超

前消费不是洪水猛兽”。 在消费手段日益

多元化的今天，超前消费作为一种消费方

式， 可以降低一次性支付资金的压力，分

摊到以后的数个月支付。如果消费者自身

能秉持理性态度，将超前消费看成“为我

所用”的消费手段，通过持牌、正规的金融

机构办理贷款，那么，合理的超前消费除

了有助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还能帮助消

费者建立良好的个人征信记录，提升消费

者的信用等级，这对消费者今后获得其它

贷款或其它金融服务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庆消费热潮将至 捷信提醒您合理规划 量入为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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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三日涨停后， 银宝山新昨日发布

公告承认公司为国内某知名企业

5G基站射频类结构件供应商。 据了

解， 银宝山新所指的国内知名企业

为华为。为此，银宝山新昨日收获第

四个涨停板。

银宝山新连续四个涨停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

动，银宝山新昨日在公告中表示，在

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中， 公司被列为

国内某知名企业基站射频器件产业

链中的主要供应商， 该报道可能已

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 同时，银宝山新承认，公司为上

述企业5G基站射频类结构件供应

商，今年上半年公司在上述企业5G

基站射频类结构件销售收入约为

1.36亿元，净利润约为500万元。

银宝山新所指的国内知名企业

到底是何方神圣？ 记者梳理发现，近

期银宝山新被媒体归为华为概念股，

称其是华为射频器件的供应商，而银

宝山新也曾多次在互动平台上表示，

华为是公司在通信结构件领域的核

心客户之一。 由此可见，银宝山新所

指的国内知名企业正是华为。

近日， 华为不仅举办了2019全

联接大会，还发布了第二代5G手机

Mate30。 9月19日，银宝山新在互动

平台上否认了公司和华为合作开发

鲲鹏芯片的传闻， 但当日银宝山新

依然涨停。 光大证券分析师刘凯认

为， 华为Mate30系列是全球首款搭

载5GSoC的手机， 同时在射频、电

源、光学、外观设计等多方面具有众

多创新， 预计有望引领5G换机潮

流，相关供应链公司将会受益。

5只概念股今年涨幅超200%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昨日，剔

除今年上市的新股， 共有35只华为

概念股年内涨幅超100%

（前复权）

，

当中有5只个股年内涨幅超200%。

其中，领益智造以326%的涨幅暂居

榜首。领益智造于2018年2月借壳江

粉磁材成功上市， 目前主要从事新

型电子元器件、 手机及电脑配件的

生产和销售。 记者了解到，领益

智造曾多次在互动平台上表示，

华为是公司的重要客户之一。

对于华为概念股的持续走

强，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

家杨德龙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华为作为我国优秀

的科技企业的领跑者， 它的大力

发展能带动其产业链企业业绩的增

长， 因此今年华为概念股表现强势。

杨德龙认为， 华为概念股的上涨是

具有一定持续性的， 不过能否走出

牛股还要看公司业绩能不能释放出

来， 如果公司能持续盈利， 该股票

是值得长期持有的。

银宝山新四涨停 华为概念成推力

35只华为概念股年内涨幅超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