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6日，指数触底回升，创业
板指大涨超过2%；两市有交易的近
3000只个股里，仅170只个股下
跌。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过半个股
的上涨，属于跟随指数而动，无量反
弹。

在这种情况下，高送转板块人
气爆棚，个股普涨。到收盘，新宏
泽、雄帝科技、英维克等14只个股涨
停，多达47只个股涨幅超过5%，仅3
只个股跌幅超过3%。

跌了近一个月，又筑底了近一
个月，高送转板块终于摆脱了魔咒
的阴影，出现人气爆棚。市场人士
认为，现在进入权益分派实施密集
期，抢权行情与填权行情并行，都值
得投资者关注。

高送转调整充分
3月中上旬，高送转曾走出一波

行情。3月1日到17日，易事特连收
出13根阳线，累积涨幅53.5%。3月
10日到22日，新宏泽在9个交易日
内收了4个涨停板，累积涨幅70%。
飞凯材料、云意电气等上涨时间更
长，累积涨幅更大。

然而，3月23日起，随着新宏泽
的见顶，高送转成为一个“魔咒”，一
旦“沾边”，便开始下挫，不少个股甚
至腰斩。易事特从16元（前复权价）
一路跌到8元，云意电气更是从20
元（前复权价）跌到9元多。

4月中旬，有个股开始艰难的筑
底。4月14日，从167元一路跌到
100元的乐心医疗尝试着涨停，却
在收盘前最后一分钟被砸开，其后
又跌了15%，到4月20日，终于见

底。到5月3日，涨幅40%。4月24
日，新宏泽见底，至今涨幅近1倍。5
月5日，陇神戎发公布权益分派实施
方案，被抢权。再加上永和智控、横
河模具、雄帝科技等个股的上涨。
终于，信心慢慢聚集，到了5月16
日，高送转人气爆棚。

次新+高送最活跃
5月16日早盘，雄帝科技异军

突起，9点48分涨停；其后涨停板数
次打开，到10点53分终于封住，全
天换手43%。雄帝科技封住后，高
送转板块气氛好转。下午，新宏泽
涨停，并创出历史新高，更是大大激
励了市场人气。

中泰证券指出，持续性的高送
转既能扩股本，又能拉低股价，直接
带来股价的边际弹性改善。作为初
上市发行的公司，次新股由于发行
规模受限于整体行业市盈率，所以
大多数情况下，IPO仅仅是其完成
上市融资的第一步，后续的再融资
诉求都较为强烈。而再融资新规的
出台，使得次新股的低股本成为最
明显的短板，所以高送转成为了其
扩大融资规模的有效途径。

市场人士认为，目前高送转被
诟病的，主要是大小非借机进行减
持。但上市在一年以内的次新股，
是不存在减持这个问题。而且，大
多数公司股本很小，如雄帝科技，除
权前流通股本仅1334万股，大多数
也不过2000多万股，进行炒作需要
资金量也不大。该板块要出现行
情，欠缺的只是信心和人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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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活跃
首创股份（600008）：5月16日

涨停。首创股份，流通盘48.2亿
股，实际流通盘也有21.7亿股，实
在是个大家伙。但即便如此，5月
16日，它流畅的涨停了。如此太有
助于雄安概念。于是，到收盘，雄
安概念多达14只个股涨停。值得
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一个半月里，
雄安和其他板块呈跷跷板状态，但
5月16日这种状况完全逆转，成了
大家一起涨，说明市场非常活跃。

新宏泽（002836）：5月16日涨
停，创出历史新高。该股和雄帝科
技，是5月16日高送转板块大涨的功

臣。然而，这一天市场太火爆了，于
是，换手率高达43%的雄帝科技，都
没能现身龙虎榜。新宏泽创出历史
新高，雄帝科技后复权价也超过
110元，如此都说明高送转板块走
的不是反弹行情了。

赣锋锂业（002460）：5月16日
涨停。5月15日国内电池级高端碳酸
锂价格报每吨13.5万元，且多数生产
企业库存偏少。随着新能源汽车推广
目录和购置税减免目录陆续出台，锂
电板块又出现上涨。赣锋锂业主营锂
深加工系列产品，锂系列产品品种齐
全，产品加工链长，工艺技术全面。去
年下半年，锂电板块出现深幅调整，但
今年又开始上涨，目前，赣锋锂业、天
齐锂业等股价又接近历史新高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市场已重新转强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探底回

升，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早盘银行板块集体打压使

得指数很难看，不过这是刻意打
压，因为消息面央行继续净投放，
这显然满足笔者之前提到“市场仍
需资金面进一步宽松的消息刺
激”，因此午后的回升也在情理之
中，截至收盘两市最终涨停近70
家，跌停个股仅1只。技术上看，收
盘时沪深股指均收复了5日、10日
均线，沪指不仅收复了年线，日线
MACD指标还出现零轴之下的金叉；
60分钟图显示，沪深股指连续4个
交易日均收盘站稳5小时均线，显
示反弹仍在进行，值得注意的是，
沪深股指尾盘一小时还收复了60
小时均线，这标志着短期市场已经
重新转强。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
成交、持仓均略增，各期指合约负

溢价水平整体显著缩减。综合来
看，沪指已上摸上一个中枢，由于
成交重新放大，使得行情反转的概
率在增大，短期沪指仍将向3147点
努力。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16.5元买入
尖峰集团5万股，之后以17.02元卖出
5万股；另以40元买入多伦科技1.2万
股，之后以41.71元卖出1.2万股。目
前持有广东鸿图（002101）3万股，多
伦科技（603528）1.2万股，山东黄金
（600547）1.6 万 股 ，尖 峰 集 团
（600668）5万股，中科曙光（603019）
1.38万股，东方园林（002310）2.3万
股。资金余额2701047.85元，总净值
6072663.85元，盈利2936.33%。

周三操作计划：山东黄金复牌
若不涨停则择机高抛，广东鸿图、东
方园林、中科曙光拟持股待涨，尖峰
集团、多伦科技拟先买后卖做差价，
另拟不高于15.31元买入低估白马
股王府井（600859）不超10%仓位，该
股近期复牌表现落后于大盘，预期
会有不低于10%收益。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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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向印度输出技术
“一带一路”沿线多国
“拷贝”中国模式

上演抢权行情
次新高送人气爆棚

在中国不少大城市，年轻人已经
习惯了出门不带钱包，带个手机就有
安全感。因为不管你走到哪里，超市、
餐厅或者是路边小摊，都能够通过扫
二维码购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在印度街头，你也可以看到同样
的场景。当地人用手机打车，在餐厅
结账，在加油站买单，甚至是路边的飞
饼摊，都有人在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然而就在几年前，不要说手机扫
码支付，大多数印度人，连银行借记卡
或信用卡都没有，只能使用现金支
付。印度近13亿人口，却只有3亿张银
行借记卡和2300万张信用卡，许多普
通印度人一辈子都没有进过银行。

从“现金时代”跨过“信用卡时代”，
直接进入“移动支付时代”的印度，凭借
的就是印度版支付宝Paytm的努力。用
户数从不到3000万升至超过2.2亿，并
在2017年跃升为全球第三大电子钱包，
Paytm让移动支付在印度成为一种潮
流。而成就这家印度版支付宝的，正是
中国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

之后，蚂蚁金服和Paytm
的合作就进入到重要的技术输
出阶段。以电子钱包的底层技
术，风控安全为例，从2015年8
月开始，蚂蚁国际风控头狼团
队就频繁飞到德里，和Paytm
的技术员一起深入交流。

两年多下来，双方之间已
经达成牢固的信任关系，当用
户量和交易量不断呈现数量
级式的增长时，从百万级到千
万级，甚至到亿级，既要保证
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又要
实现风险控制和功能的平稳
迭代——这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但蚂蚁金服输出经验技
术之后，Paytm做到了，不仅
业务发展一日千里，系统更是
经历了无数次迭代和优化，印
度同事比喻这个过程“就是开
着飞机换引擎”。

之所以当时Paytm的风险
还比较低，是因为印度银行卡
要进行比较严格的身份验证流
程。而根据蚂蚁的经验，随着
用户数飙升、业务场景越来越
丰富，支付风险的种类会变多。

“我们带给Paytm风控团
队的，一个是提供咨询服务，
一个是给他们做产品技术分
享。”蚂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Paytm的作弊风险率一度很
高，我们风险政策的同学和我
们自己的反作弊团队、模型团
队和算法团队的同学一起，对
他们现有的算法和规则做了
优化建议，他们采纳并应用
后，效果非常明显。”

“此外，我们把蚂蚁自研
的风控产品带到印度本地，就
地对他们做产品使用的实战
训练，让Paytm的同学能够使
用我们的产品进行自由灵活
的复杂规则的配置，实时做风
险识别和决策，不再完全依赖
纯人肉，一方面能更好控制风
向，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运营成
本。”工作人员说。

从两年过去可以发现，这
种技术出海方式让印度的互
联网金融走向了一条不同于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路
径——一种跨越式的发展：许
多人可能从来没有信用卡、银

行账户，却先通过智能手机，
学会了使用Paytm，有了虚拟
的个人账户——这种金融的
跨越式发展在印度已经成为
现实。

眼下，在印度街头，随处
可见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当地
人用手机打TukTuk、在餐馆
买单、在加油站加油、街头随
便一个小摊贩都挂着一个二
维码……目前，Paytm用户数
从不到3000万升至2.2亿，
2017年4月跃升为全球第三大
电子钱包。”

在印度以外的东盟和中
东许多国家，智能手机的覆盖
率正在大面积的提高，特别是
中国VIVO、OPPO这些企业
把智能手机做到几百元一台
人民币，老百姓都用智能手
机。当他们看到基于智能手
机既能支付又能够理财，又能
够打车，又能够人对人转账，
而且成本还很低，但为什么不
做呢？这几年，到蚂蚁上门来
取经的各国机构、企业越来越
多。

印度移动支付
刚起步时被泼冷水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Paytm创始人ViJay回忆，“2012年，
在香港在一个活动上，马老师讲到淘
宝和支付宝是怎么做的，当时我觉得
这个模式非常棒，在中国起到这么大
的效应。所以我回去决定做印度的支
付宝，做印度的淘宝。”

三年前，ViJay已经是印度出名的
创业者，也是当时印度最大的移动互
联网公司的老板。他跑到杭州，想找
马云聊聊，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推出了
电子钱包业务Paytm，进军移动支付
领域。ViJay希望学习蚂蚁的、“被证
明成功了的模式”，从支付到理财、到
银行到保险，信用。

然而回到印度之后，ViJay和他
的Paytm还是遭遇了当头一棒。因为
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移动互联网，在
印度的渗透率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有
很多人用到Paytm的时候，可能是他
们第一次用到移动互联网或者是智
能手机。ViJay说：“我们最大的困
难，在于他们对于科技的不习惯，还
有就是印度的基建相对来讲没有那
么发达。”

2015年2月，Paytm的用户数不
足3000万，合作之后，蚂蚁金服方面
很快发现，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技术
上的薄弱。Paytm的应用架构、扩展
性和稳定性都很脆弱，由于缺乏技术
积累，产品和功能升级往往容易遇到
瓶颈。

比如，Paytm为推广用户之间转
账功能，曾设立奖励金，随即就有人琢
磨出一个捞偏门的办法：双方不断注
册不同的手机号码，相互赚钱，甚至一
个人同时用好几个账户，以套取数笔
奖励金。为此Paytm一度关闭用户之
间转账的功能。此外，Paytm也没法
支撑像双11这样的商业大促，因为承
受不起猛然激增的交易峰值。这样的
情况，后面想发展其他业务场景，很
难。

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
示，目前在发展中国家（这些
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高度重叠），尚有20亿人没有
银行账户，仅10%的人持有信
用卡，有贷款需求的人中仅
21%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
贷款。在东盟国家，超过6.8亿
人口中，其中3.6亿人口迄今无
法获得基础的银行服务。

蚂蚁金服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
见，这些国家人口密集、经济
处在上升期，但金融体系发展
较慢且不均衡，普通人获得金
融服务的成本非常高。

十年前eBay退出中国市
场的经历也深刻影响到蚂蚁
布局全球化的思路。“产品只
有本地化，才能获得最大的成
功，而本地化想做到极致，一
定是本地公司，它们对本地市
场、文化是最了解的。”蚂蚁金
服相关负责人说，这也是蚂蚁

不去海外开分公司，而是去当
地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的原
因。这样彼此拿出各自擅长
来进行合作，也就是“技术出
海＋当地合作伙伴”模式。

纵观自汉代以来开辟的
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一带一
路”，中国向沿线国家输出的，
基本都还以物、以硬实力为
主，从最早期的丝绸、茶叶，到
现在的铁路、公路和高铁。

很长一段时间，“世界时
间”这一代表特定时代人类发
展最高水平的基准线基本等
同于“美国时间”，世界其他地
方无非是对美国式创新与美
国式高度的追随。十几年前，
中国互联网发展初期，无不是
在做C2C（Copy to China）。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崛起和
移动互联网的井喷式发展与
弯道超车，“世界时间”已然慢
慢调整为“中国时间”。中国
互联网公司开始成为KFC

（Kaobei From China）。
如今，中国也开始具备向

周边国家、乃至全球输出技
术、以及软实力的能力。蚂蚁
模式就是顺着一带一路的沿
线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出
海，让它们搭上移动互联网时
代的“中国快车”和“中国便
车”，让小微企业和普通人都
能享受到方便、平等的金融服
务。

目前，蚂蚁金服出海输出
技术的国家遍布“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印度、泰国、菲律
宾、印尼等，通过技术出海的
方式，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打
造本地版支付宝，促进跨境贸
易，帮助建立面向本地的普惠
金融基础设施。此外，蚂蚁今
年还将陆续宣布数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出海计
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艾晓禹

从“信用卡时代”
直接跨越到“移动支付时代”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拷贝中国模式影响了蚂蚁金服

环保工程获机构净买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44个行业

资金净流入，其中环保工程、电子元
件、公用事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
前。17个行业资金净流出，其中工程
建设、银行、保险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7只个股获机构净
买入。

个股提示
星云股份（300648）公司是国

内领先的锂电池检测系统供应商。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锂电池检测系

统这一细分领域。16日获机构净
买入3481万元。

恺英网络（002517）公司完成
重大资产重组后，现已是一家拥有
移动互联网流量入口、集平台运营与
产品研发于一体的互联网平台型企
业。16日获机构净买入1420万元。

顺丰控股（002352）公司是国内
领先的快递物流综合服务提供商。经
过多年发展，顺丰控股已初步建立为客
户提供一体化综合物流解决方案的能
力，不仅提供配送端高质量物流服务，
还延伸至产业链前端的产供销配等环
节。16日获机构净买入1330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掘金龙虎榜

印度德里街头的菜摊如今也挂起了二维码。

Paytm创始人ViJ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