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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李淑冉

随着股市的持续走强，在A股
开户的股民数也随之递增，加上放
开“一人一户”的限制之后，很多人
选择直接新开一个账户。据了解，济
宁市个别证券营业厅每天的开户数
是去年同期的十倍。

证监会通报称，根据中国结算
统计，一季度数据新增股票账户达
795万多户，同比新增433%。其中上
周新增开户数超168万户。

“你看这条街上，排长队的也只
有我们这里了”17日上午，位于市区
吴泰闸路上的一家证券营业部的杨
经理调侃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去年
至今的牛市行情，吸引了大批股民
的开户，市场热度不减，各家券商迎
来了人头攒动的景象。大概从去年9
月底以来每天开户的人数就开始多
了。今年3月以来随着行情的再次启
动开户人数开始爆发式增长。

“一楼营业厅来开户的人不断
增多，很多都是附近的居民，甚至是
从汶上、嘉祥赶过来开户的。去年同
期，我们单位每天也就能接待十几
个开户的客户，现在每天要接待一
百多位”杨经理说。

股市“小鲜肉”
纷纷试水

记者从济宁市几家证券公司了
解到，近日济宁市众多“休眠”股民
纷纷复活，许多“小鲜肉”也杀入股
市希冀分一杯羹。

济宁市区某证券公司的负责人
介绍说，开户的多数是80后，90后也
不少，70后、60后则更少，为什么年

龄层面上如此明显呢？相关人士介
绍，60后、70后早在上一波行情中就
已经开户了。

“实际上年龄层也与资金量相
关，总体上，虽然80后开户的人数
多，但是80后、90后的资金总量比较
少，虽然有风险意识，但是抗风险能
力较差。而35岁以上的新客户，投入
股市的资金额可以达到几十万甚至
几百万。”业内人士介绍说，与上一
波2007年6000点大行情相比，资金
量百万级别的大户数量、资金量都
明显增加，主要是中年市民。

另外，90后股民虽然缺少自创
资金、缺乏市场历练，但他们中的不
少早期90后，在知识结构、政策层面
的理解、大盘的技术分析等方面，不
仅不比父辈弱，有的甚至呈现出更
具“技术派”特征的优势。他们在财
富许可的条件下，去股市里试试水，
不仅可能创造出财富，找到创富理
财的信心，也能够丰富自己的人生。

除了新开户，以往账户休眠、冻
结股民也纷纷前往券商“解冻”，“找
回账户，有不少股民发现当年套住
的资金已经解套了，还小赚了一
笔。”一位正在证券营业厅指导股民
填表找回账户的理财经理说。

为了有话聊
上班族“被动炒股”

市民陈先生是位公司上班族，
朝九晚五的生活最近发生了些变
化，他说自己开始了“被动炒股“，因
为办公室同事之间的话题从春节前
就经常聊到股市，自己却插不上嘴，
亲朋好友聚会也总离不开股市的话
题，谁谁买股票赚了多少钱，谁谁买
的那支股最近被看好等等。

陈先生越来越觉得自己“落
伍”。再加上听说最近股市大涨，他
决定试一下。陈先生往自己的股票
账户里投入了几万元，最近赚了一
些钱。“其实我什么也不懂，想在股
市里赚钱，全听大家的推荐。”后来，
陈先生还加入了一些炒股的群，和
大家交流。“群里像我这样的‘菜鸟’
还真不少，当然也有一些牛人，给大
家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建议，自己也
是边学边看”陈先生笑着说。

前年买的股票
现在还套着

“年后股市的确好转很多，但目
前我还在亏，没钱再入市。”

别人都在牛市赚钱的时候，他

却连本都没回来。已经退休了的市
民赵大爷，前年在朋友的指导下开
了户，据赵大爷介绍，“虽然没有多
少钱，但都是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
的。”开户后，面对大盘一窍不通，最
终赵大爷在券商的推荐下买了一只
股票，“他们告诉我，这家公司正在
重组，重组后股票肯定会上涨，买后
第一天，股票的确每股上涨1块多
钱，但后来一个周末过去，这家公司
就发出公告说公司重组失败，之后
的日子是连续4个跌停。”

就这样，头一次买股票赵大爷就
被套牢了。“最低的时候这只股票才6
块钱一股，入手的时候是24块多啊。
开始的第一天上涨我追加了2手，现
在想来挺后悔的。后来自己失去买股

票的信心，连密码都不记得了。”
直到去年年底，赵大爷发现他

买的股票停牌了，“这家公司发公告
说又要重组，之后第二天连着两个
涨停，本来以为会涨回来，谁知几天
后，又发布公告说中止重组。”对于
今后是否会再入市，赵大爷说，退休
了也没事可做会关注几只不错的股
票，炒股票也就是炒个心态，不会太
在意。

不少投资者只看到赚钱的可
能，却忽视了赔钱的风险。同时，业
内人士指出，提醒广大投资者特别
是新入市的中小投资者，在入市前
要做足功课、理性投资，不要被市场
上“卖房炒股、借钱炒股”的言论所
误导，不要盲目跟风炒作。

股市上涨引股民追捧

日日均均开开户户是是去去年年同同期期十十倍倍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国强
冯桂兵) 骗子冒充医务人员，谎称
老人儿子一家出了车祸，正在医院
抢救，医院派他们前来催取“救命
钱”。老人相信，赶紧去银行取款，
结果细心的银行员工识破了骗局。
13日，老人一家给银行送来感谢锦
旗。

11日下午2点30分，一老人走
进农行邹城市支行东滩分理处，要
求办理定期存款支取业务，柜员王
申沛热情地进行了接待，经查看三
笔定期存款共计7 . 2万元，其中有
两笔一年期定期存款还有一个月
就到期，王申沛便问老人取钱干什
么用，老人就和没听见一样，也不
说话表情很是焦虑。

王申沛觉得老人一人前来取

款而且金额很大，又是提前支取，
本着为客户负责的态度，便劝说让
其儿子陪着来取款安全些。话刚说
完，老人却哭了起来。值班主管孟
令萍赶紧将老人请到主任室，安慰
老人使其情绪逐渐平静下来，然后
询问缘由。老人说：“儿子、儿媳、孙
子出车祸了，现正在济宁一家医院
抢救，外面有医院的工作人员，急
等着拿钱救儿子一家的命，催促我
们快点把救命钱取给他”。

听完老人诉说，孟令萍感觉可
能是一起诈骗事件，劝阻客户不要
急着取钱，先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
问，老人说：“打了，打不通，外面车
上的人说的很清楚，应该不会错”。
看着老人执意要取钱，孟令萍问了
老人儿子、儿媳的电话，先是打了

两个无人接听，等打到第三个的时
候，老人儿媳的电话接通了，孟令
萍立即把情况告知了老人儿媳，其
儿媳说不要给他取钱，家人马上就
到。当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出现在银
行大厅时，老人知道上当了，出去
找那辆所谓的医院车辆时，早已不
见了踪影。

农业银行提醒广大市民，不要
轻信陌生人的各种说辞，对陌生人
借各种借口要钱的事情一定要谨
慎，及时与家人、邻居、熟人、朋友
沟通联系，辨别真伪。面对诈骗多
发、骗术迭变，广大市民一定要提
高警惕，不要轻信短信、电话及冒
充公安司法、税务、医务人员等进
行资金划转、账户管理的安排，更
不能轻率汇款付钱。

本报济宁4月15日讯 (通讯
员 刘钦同 ) “这是10千伏的
高压线，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
伸5米范围内都是线路通道保护
区，今天风大，大伙钓鱼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4月15
日，在汶上县美食街附近的河
边，汶上县供电公司巡线人员正
在提醒垂钓人员，谨防引发安全
事故。

春光明媚，正是垂钓的好时
节，为防止电力线下钓鱼引发触
电事故，该公司全力打造垂钓安
全“安全网”，确保人身和电网安
全。一是组织人员在城区商业活
动场所和乡镇集市等人口密集

地点，大力宣传电力安全知识，
明确各类线路保护区范围，以及
在电力设施附近活动时的注意
事项，提升市民安全意识。二是
该公司重点排查鱼塘、河流等处
的电力设施有无安全隐患，查看
警示牌是否规范，并对泉河附近
进行每日巡视，坚决制止违规垂
钓行为。三是该公司长期开设举
报热线，接收线下违规垂钓行为
的举报，一经查实，将对举报个
人进行适当奖励，提高举报人的
积极性。同时加强与鱼塘业主的
沟通交流，加强常态性用电安全
管理，积极营造良好的垂钓氛
围。

冒充医务人员行骗 细心员工识破骗局

本报讯(通讯员 宋传贺)

为发挥金融IC卡高安全性、快
捷支付等优势，人民银行近年
来接连启动了受理终端改造、
电子现金跨行圈存、关闭金融
IC卡降级交易、公共服务领域
应用等一系列金融IC卡应用推
广措施，金融IC卡日益成为我
们生活中“喜闻乐见”的“芯”支
付方式。

特别是金融IC卡在借贷功
能基础上形成的电子现金，具有
小额、免密、脱机交易特性，能让
持卡人轻松享受1000元以下的小
额快捷支付服务，坐地铁、乘出
租、吃饭、看电影、逛超市，不用输
入密码，IC卡轻轻一挥就可完成
支付，简单快捷的挥卡“闪付”受
到时尚达人们的青睐。

但“电子钱包”并不是随“挥”
随用的，需要“圈存”，即从绑定的
银行卡划转资金或者以现金方
式为电子现金账户充值，才能享
受到1000元以下小额、免密、脱机
交易带来的轻松便捷。虽然银行
柜面、ATM机能实现电子现金圈
存，但对于潇洒挥卡的“闪付”族
来说，如果能处处像挥卡支付那

样，处处能给电子现金账户充值
就好了。

国内最大的线下收单机构、
拥有近500万台终端的银联商务，
继2012年全面完成旗下所有POS
终端受理金融IC卡改造后，其旗
下的“全民付”便民终端，目前已
经上线金融IC卡电子现金圈存
功能，“闪付”族为电子钱包充值
不再是件麻烦事儿。遍布社区、
便利店、超市、书报亭、写字楼、校
园等大街小巷各类场所的“全民
付”便民终端，为“闪付”族增添了
便利的充值渠道，持卡人在给信
用卡还款、水电煤缴费之余，花
个几秒钟，顺手就能完成金融IC
卡的电子钱包圈存，这给“闪付”
的全面开花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据了解，银联商务目前已经
上线金融IC卡圈存功能的“全民
付”终端近9万台，后续还将陆续
覆盖130多万“全民付”终端。目
前，银联商务已陆续在全国各地
搭建了100多个金融IC卡受理商
圈；同时，将金融IC卡小额、免密、
脱机支付的功能特性广泛应用
到了停车场、快餐、超市、医疗卫
生、交通等民生服务领域。

汶上供电公司为垂钓安全筑“防护网”

“全民付”秒充电子钱包
金融IC卡能闪付也能闪存

4月19日，由共青团济宁市委、济
宁少工委主办，济宁泛亚有色金属交
易所协办的“齐家讲堂”公益讲座在
济宁市少年宫开讲了。本次讲座邀请
了中国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专家李
艳玲老师主讲，吸引了数十名学生、

家长前来听讲。
本次讲座的主讲内容是《父母如

何有效“帮助”孩子提升学习“成
绩”》，李老师结合数十年的教育经
历，以《弟子规》为讲课主线，与前来
听课的学生和学生家长互动交流。讲

座现场气氛热烈，学生踊跃参与。据
前来听课的学生家长反映，本次讲座
对孩子养成好习惯、好人格，传承中
国传统文化很有帮助；孩子们听得很
认真，圣心心语感动了孩子，也感动
了家长。 本刊记者 彭成省 摄

““““齐齐齐齐家家家家讲讲讲讲堂堂堂堂””””公公公公益益益益讲讲讲讲座座座座
开开开开讲讲讲讲了了了了

济宁一家证券公司的营业厅，股民在关注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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