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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手机频频亮相。 2 月 24 日，华

为发布旗下首款 5G 折叠屏手机

HUAWEI� Mate� X，OPPO 和小米

也各自在大会期间发布 5G 手机。

中国联通与中兴通信即将发布中

兴首款 5G 旗舰手机中兴天机

Axon·10 Pro，预计今年上半年率

先在欧洲和中国市场上市。 在此

之前，三星发布了首款 5G 折叠屏

手机 Galaxy Fold。

业内预计，折叠屏设计将是智

能手机下一代发展方向，5G、折叠

屏等技术将激活智能手机换机市

场， 带来 5000亿以上新增市场空

间。

目前我国智能手机市场整体

处于下滑状态。根据中国信通院数

据显示，今年 1 月，国内手机市场

总体出货量 3404.8 万部， 同比下

降 12.8%, 其中 4G 手机 3235.4 万

部，同比下降 11%。业内认为，折叠

屏设计将成为智能手机发展的方

向。

广发证券分析师许兴军表示，

屏幕尺寸增大是智能手机产品迭

代发展的一条关键主线。然而主流

旗舰机型的屏占比普遍已在 80%

以上， 可提升空间已十分有限，机

身尺寸也已经达到挑战便携性和

可操作性的极限。 “目前来看，折

叠屏设计将会是智能手机产品较

为明确的下一代发展方向” 。

业内普遍认为，5G 手机将成

为电子消费新一轮风口，5G、折叠

屏、混合光学变焦摄像头等新技术

应用于智能手机，将激活智能手机

换机市场。 市场调研公司 Coun-

terpoint Research 的报告显示 ，

2021 年全球 5G 智能手机出货量

将达到 1.1 亿部， 较 2020 年增长

255%。 国金证券此前预计，5G 手

机将带来 5000亿以上新增市场空

间。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欧佩克坚定实施

减产， 市场对原油供需的预期好

转。虽然受到美国原油产量再创新

高等因素的压制，国际油价整体仍

震荡走升。 本计价期，一揽子原油

价格变化率以大幅正值开启，且正

向幅度趋于扩大。 根据目前的原

油变化率水平测算， 预计 2 月 28

日 24 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时，

国内汽、柴油价格将现“四连涨” ，

预计上调幅度在每吨 290元左右，

折合 92# 汽油每升上调约 0.23

元，0#柴油每升上调约 0.24元。

去年底，欧佩克及俄罗斯等非

欧佩克产油国达成新的减产协议，

当前， 减产协议实施效果逐步显

现。 沙特坚定减产，并敦促其他产

油国执行减产。 数据显示，2 月上

半月，沙特海上原油日均出口量较

上月减少 130万桶至 620万桶。此

外，近期沙特最大油田因故障意外

关停导致供应量下降亦推升国际

油价。

美国原油产量持续攀升始终

是抑制国际油价上行的重要因素。

美国能源信息局（EIA）的数据显

示，2 月 15 日当周美国日均原油

产量再创新高，达到 1200万桶。未

来随着新输油管道投入使用，运输

瓶颈得到化解，美国原油产量有望

继续攀升。 原油库存方面，截至 2

月 15日当周， 美国商业原油库存

环比增加 367万桶，为连续第五周

上涨。

当前，原油供需状况好转的预

期主导市场，国际油价走势在综合

因素影响下虽有反复，但整体震荡

走升。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发布

的数据显示，本计价期，原油变化

率以 4.47%的大幅正值开启，此后

正向幅度整体扩大。 2 月 25 日一

揽子原油价格变化率为 6.71%，2

月 28日 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

开启，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上

调， 上调幅度在每吨 290 元左右，

折合 92# 汽油每升上调约 0.23

元，0#柴油每升上调约 0.24元。

截至目前，2019 年，国内成品

油零售限价已经历 3个调价窗口，

均为上调，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

累计分别上调 400元和 385元。

批发市场方面，本计价期，国

际油价回升，国内成品油价上调预

期浓厚，下游客户入市补库增加，

批发价格有所回升。 由中国经济

信息社、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

院、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联合

发布的中国汽、柴油批发价格指数

显示，2 月 25 日， 全国 92# 汽油、

柴油（含低凝点）平均批发价格分

别为 7245 元 / 吨、6351 元 / 吨，

较 2 月 15 日（上轮零售价调整后

首个工作日）分别上涨 95 元 / 吨

和 140元 /吨。

对于后市，金联创分析师姜娜

表示，需求方面，节日过后，工矿、

基建等终端用油单位复工，提升柴

油需求；由于车辆出行半径收窄，

汽油需求转淡。 整体看来，本轮零

售价上调预期明朗，利好因素占据

主导，国内汽、柴油行情或继续上

行，其中柴油涨幅或相对明显。

国内汽、柴油价预计现“四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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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25 日，A 股

市场迎来了久违的大涨，两市

成交额突破 10000 亿元， 上证

综指创 2015 年 7 月以来最大

日涨幅，两市近 300股涨停。记

者从贵阳市多家证券营业部获

悉，近期开户量大增，柜台已经

“忙不赢” ，不少股民已经开始

频繁加仓了。 不过专家表示，

现在定论“大牛市”还太早，风

险承受力不高的市民，还是谨

慎为好。

“开户量至少比春节前增

加了三四倍” ，华创证券北京

路财富中心的杨旺成告诉记

者， 这一波开户热潮已经从

上周三就开始了， 尤其是本

周一、二特别明显，现在柜台

已经是非常忙碌的状态。 周

一股市大涨后， 无论是电话

接访量、 微信咨询量都特别

多， 很多客户之前开了户很

久没有关注股市的， 都纷纷

来电询问后续操作。 从资金

流量开看， 通过第三方存管

注入资金加仓的客户也大为

增加。 另一家券商的营业部

介绍， 单是网上开户的客户

就比平时翻了一倍， 看样子

客户的热情已经被激发出来

了， 近期成交量也是稳步上

升，大概增幅在 50%左右。

“很多客户问是不是大牛

市来了？ 这还很不确定” ，杨

旺成表示，这一波机会还是有

的， 但是 25 日的暴涨跟科创

板上市、证监会换帅、中美贸

易谈判、中央金融供给侧改革

四项利好因素有关，属于消息

面导致的行情，再加上前期错

杀、 滞涨的股票太多，A 股市

场的平均估值远低于周边市

场， 也有强势反弹的内在需

求。 现在说是“大牛市” 还是

稍微有点早了，首先后续行情

怎么走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当

政策利好消耗殆尽，如若后期

量能跟不上，这波行情就很难

说了。 其次，这波反弹力度过

大，难保补涨过后再来一波深

度回调，因此还是不要太盲目

乐观。

业内人士建议， 股民不要

过于盲目， 可以适当减持一部

分仓位， 近期若有盈利可以调

整一下仓位。 重点应该关注一

下前期滞涨、业绩中上的股票，

可能还比较有机会。 “银行理

财产品近期收益不佳， 调整到

股市投资如何？ ” 业内人士表

示，要看个人的风险承受力，如

果是承受力比较强的客户，可

以适当增加一些股票配置，但

是如果是比较弱的人， 还是应

该以银行理财为主。

（本报记者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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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汽油每升上调约 0.23元，0#柴油每升上调约 0.24元

两市成交额再破万亿元

开户量大增 贵阳券商“忙不赢”

周二两市集体高开，沪指随后宽幅震

荡，午后盘中一度逼近 3000 点，深成指走

势与沪指基本一致， 创业板指一度涨超

2.5%，尾盘回落。

量能方面， 两市交易延续昨日火爆，

开盘交易不到 1小时， 两市成交额即突破

4000 亿， 全天成交额再度突破万亿大关，

达 10977亿元，上一交易日为 10406亿元。

截止收盘， 沪指报 2941.52 点， 跌幅

0.67%，深成指报 9089.04 点，跌幅 0.50%；

创指报 1546.99点，涨幅 0.69%。

招商基金认为，当前市场仍处于强势

上涨阶段，A股估值尚处于历史相对低位，

短期仍可继续持股待涨。 中期来看，需要

关注年报季基本面以及一季度经济数据

回落的风险及监管层面的态度变化对于

资金面的影响。

本报综合消息

股市表现抢眼

延伸阅读

5G手机“新风口”已现

本报综合消息 2月 26日，据胡润研究

院发布《2019胡润全球富豪榜》（以下简称

为‘全球财富榜’）显示，430位富豪跌出胡

润全球富豪榜，创历史最高纪录。 中国落榜

212人，印度 52人，201张新面孔上榜，中国

和美国以 52人和 39人居首。

全球财富榜显示，马云以 2600 亿元成

为全球华人首富， 上升 4 位到第 22 位；马

化腾和许家印紧随其后。

北京连续第四年成为“世界十亿美金

富豪之都” ，比纽约多 11人。

40 岁王兴的美团点评和 50 岁雷军的

小米上市首日市值 500 亿美元。 其他大型

IPO还包括瑞典 49 岁 Martin� Lorentzon 的

音 乐 平 台 Spotify， 美 国 35 岁 Andrew�

Houston的云储存公司 Dropbox 和 66 岁

Najeeb� Al-Humaidhi的阿斯顿·马丁。

亚洲首富是首次跻身全球前十的印度

能源大王安巴尼，财富增长 20%，达到 3700

亿元。

科技行业仍是最主要财富来源， 其次

是房地产、投资、制造业和零售业。 前五大

行业的人数占据了榜单的一半。 酒店业和

大健康行业今年表现不错。

区块链是增长最快的新兴行业， 有 5

位上榜，以中国比特大陆 40 岁的詹克团为

首，财富 185 亿美元，其次是瑞波币创始人

Chris� Larsen，财富 110亿美元。

2019胡润富豪榜

马云成华人首富

据新华社电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26 日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授牌 “广州

市不动产 e 登记申办服务点” ， 民生银行

广州分行成为广州市第一家启动“小微金

融不动产登记线上办” 的民营银行，实现

不动产抵押登记“零跑动” 。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广

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携手各试点银行，把

不动产登记服务延伸到银行网点，客户可以

在银行网点办理贷款的同时一并申请办理

不动产抵押权设定登记、 注销登记等业务，

抵押贷款时间大大压缩， 逐步实现当天办

结、当天放款，抵押贷款成本大大减少。

启动“小微金融 e 登记” 后，民生银行

广州分行首批 5 个“广州市不动产 e 登记

申办服务点” 同时开展不动产抵押权登记

和登记结果信息查询两大类业务。 结合实

际需求，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后续将逐步把

服务点推广到全市 35家网点。

广州试点银行办理

不动产抵押登记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 近日，奇瑞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有关规定， 向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召

回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6

日生产的瑞虎 3xe 纯电动汽车，共计 8580

辆。

据悉，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在使用

过程中差速器后悬置支架与副车架的连接

螺栓可能出现松动，加速时底盘出现异响，

极端工况下松动的连接螺栓可能脱落，导

致后悬置连同差速器整体位置下沉， 连接

在差速器两端的半轴发生窜动， 造成半轴

传动失效和车辆行驶中动力中断， 存在安

全隐患。

奇瑞召回

8000多辆电动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