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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气值”是阿里会员等级
划分的依据，淘气值1000分是
个分界点，1000分以下属于普
通会员，1000分以上是超级会
员，平均占比仅3%。此外，淘气
值2500分以上，才有机会获邀
成为APASS会员。

四川省淘气值平均分为
550.28分，全国排名15。淘气值
平均分TOP3城市是成都市、乐
山市和雅安市。成都的剁手党
中，淘气值超过1000分的超级
会员占了3.76%，而超过2500分
的占比0.04%。

成都的超级会员每天逛淘
宝时长 34.24 分钟，全国平均
时长为 35.74 分钟。他们消费
力惊人，产生过高尔夫马术等
高端消费人数占比 0.69%，购
买 过 定 制 服 务 的 人 数 占
29.16%。

成都的李女士就是一位高淘
气值的剁手党。她的淘气值为
2017分。作为一位超级会员，李
女士一年“剁手”次数为442次，
一共消费了71188元，平均算下
来，李女士基本上每天都在买买
买。

数据显示，阿里超级会员最
近一周花了近150亿元。这一
个数值不仅超过了所有会员消
费总额的1/4，而且还相当于利
比里亚、中非等小国一年的GDP
总值。

具体到个人，这些超级会员
们每人一周花了1008元，以此
推算月网购金额超过4000元。
超级会员一周消费7.2单，平均
每天至少“剁手”一次。超级会
员消费每笔的客单价为141元，
远远超出普通会员37-87元的
客单价。

网购的世界被90后、00后
占据了吗？不，数据显示，正当
壮年的80后剁手党们网购消费
力显然更强，他们的平均淘气值

得分为587.24分，远高过了70
后（559.92 分）和 90 后（555.62
分）。较90后更具经济实力，较
70后更爱分享互动，80后主要
赢在了综合实力。

从不同职业消费者的淘
气值平均分可以看出，研究人
员居然赶超公司白领、事业单
位员工和家庭成员，成为最具
有消费力的职业人群。而学
生党，则因为购买力不高，位
列淘气值排名末位。

而在十二星座中，天蝎座、
巨蟹座和双子座的淘气值排
名前三。而印象中的喜欢买
买买的天秤座则排名倒数第
二，这或许也和不爱晒的特性
相关。

成都近4%的用户每天花34分钟上淘宝

80后是最有消费力的人群

制图 杨仕成

月26日，阿里巴巴发布了《2017全国剁手党战斗力数据报告》。报告根据“淘气值”对全国各地的
剁手党的消费力进行了排名。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位列全国前五。四川排名全
国15位。成都的资深剁手党们每天逛淘宝时长为34.2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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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
迎产业化元年

作为目前发现的最薄、强度最
大、导电导热性能最强的一种新型
纳米材料，石墨烯被称为“黑金”，
是“新材料之王”。由于其十分良
好的强度、柔韧、导电、导热、光学
特性，在物理学、材料学、电子信
息、计算机、航空航天等领域都得
到了长足发展。

在中国，石墨烯产业的发展居
世界前列。随着《中国制造2025》
以及《“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
专项规划》中重点发展石墨烯的政
策颁布，石墨烯产业化进一步迎来
了投资热潮。业内预计，2017年
石墨烯产业下游应用开始大发展
是大概率事件。

华安证券分析师宫模恒指出，
今年可为是石墨烯产业化的元年，
各种下游应用和产业化成果层出
不穷，同时国家也不断推出各项扶
持政策，加快石墨烯应用进程。石
墨烯产业将在未来的1-2年内迎
来质变，在产业和资本端迎来双突
破，建议关注在石墨烯领域率先布
局的公司。

同时，天风证券也提醒投资者，

面对石墨烯行业鱼龙混杂的现状，
去伪存真，挖掘真正的石墨烯标的，
成为该行业投资制胜的关键。

锂电：
受益新能源车

数据显示，今年1-5月国内纯
电动乘用车共计生产96238辆，而
2016年同期生产量为58719辆，
实现63.9%的同比增长。业内预
计，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可
达80万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景
气度持续提升，也使国内相关锂电
生产设备企业充分受益。

从1-5批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
电池配套和月度的实际配套情况来
看，配电量需求量环比增长42%，
CATL、比亚迪、孚能科技、国轩高
科等主流电池厂需求回暖，开工率
提升明显。根据各厂商的产能规
划，预计2017年底前行业主要电
芯厂商总产能约为 120GWh，到
2020 年 行 业 总 产 能 将 达 到
250GWh，2016-2020 年复合增
速38%。

东兴证券认为，新能源产业链
景气度持续向上，结合电芯企业产
能规划，锂电池设备仍具备至少3
年增长期。个股方面可关注先导

智能、赢合科技、科恒股份等。

高端钛材：
航天航空需求巨大

今年 5 月，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首飞。据中国商飞评估，
C919市场空间超过1000亿美元，
将带动金属材料、冶金加工、数控机
床、动力控制等航空产业链上下游
环节，高端钛材便是其中之一。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钛材
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消费量为6862
吨，同比大幅增长41.16%。但其在
我国钛材总消费量的占比仅为
15.70%。随着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
的大力发展，无论是民航还是军用
航空航天领域，都存在着对高端钛
材的巨大需求。

A股公司中，宝钛股份、西部超
导和西部材料等少数公司是我国目
前能够供应高端钛材的钛材加工
商，有望充分受益于航空需求释
放。其中，宝钛股份是我国最大的
钛合金及钛材生产企业，已经形成
了从海绵钛生产到钛材的一体化
生产体系；西部材料由国内知名的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控股，西安航
天科技工业公司为第二大股东，在
军工市场具有天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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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纪

近日，双流黄龙溪景区
老街上一家“海娜手绘馆”低
调开业。“海娜手绘”是在印
度是一种古老的身体装饰，
象征着美丽富贵，家庭繁荣
和好运。据悉这家店是双流
妇联2016年四川省“春雷绽
放”项目的扶持下开业的。
店主来自三个不同学校的大

学毕业生，刚进入社会的她
们，资金成了最大的问题，双
流妇联的“春蕾绽放”项目给
予启动资金以及场地的支
持。店主刘丹表示：“我们的
目标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做
成一份事业，非常感谢党和
政府的好政策，感谢双流妇
联对女大学生的暖心关怀，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把这里打造得更好，来回
馈双流妇联的支持”。刚刚
起步的他们在第一个月营业
额已经达到5000元，第一次
知道了创业的不易，也第一
次品尝到了劳动成果的喜
悦，更加坚定了他们自主创
业的信心。

双流妇联支持女大学生自主创业

国金证券：康尼机电（603111）

投资要点：公司是国内轨道交
通门系统龙头，近年经营业绩稳健
增长，2013-2016年间营业收入复
合增速达 25%，净利润复合增速
27%。目前，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产
品包括门系统、连接器、内部装饰和
配件，其中门系统是最主要的收入
和利润来源，2016 年实现收入
12.55亿元，毛利率达41%。同时，
公司开拓业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业
务蓄势待发，收购龙昕科技打造“轨
交装备+消费电子”双主业经营格
局，追加业绩承诺坚定发展信心。

投资评级：预测公司2017-2019
年营业收入为 36.1 亿元、43.4 亿
元、51.9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19亿元、6.63亿元、8.2亿元，给予

“买入”评级，

广发证券：鲁西化工（000830）

投资要点：公司目前形成了煤
化工、盐化工、氟硅化工产品链条，
初步完成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区总体
布局，使“一体化、集约化、园区化”
发展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随着公司
化工产品及新材料项目的不断投
产，高盈利化工产品占比持续提升，
业绩增长路径清晰。同时，公司现
已完成总投资36亿元的20万吨/年
聚碳酸酯项目的一期工程6.5万吨的
建设，二期工程正在有序投建，未来
将迎来化工新材料业务的长足发展。

投资评级：预计17-19年净利
润7.77亿元、9.47亿元和10.46亿
元，对应17-19年动态PE估值分别
为11倍、9倍、8倍，基于公司良好
成长性，维持“买入”评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白兰

研 报 精 选

行情逻辑
问：周一沪指低开，盘中震荡

走高，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尽管金融股带领上证50指

数早盘快速冲高，但最终盘面热度
还是靠MSCI指数成分股维持，题材
股方面，石墨烯板块独领风骚。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30只，跌停3只。
技术上看，沪指阴阳间隔行情打破，
出现连阳的走势，而沪深股指也在
周一全面收复所有均线，与此同时，
两市合计成交近4400亿元，环比放
大；60分钟图显示，沪深股指收盘
均在 5 小时均线之上，而 60 分钟
MACD指标也重新在零轴之上金叉，
显然市场做多热情已经被点燃。期
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略减、持仓
略增，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

显著缩减。综合来看，市场上涨行
情逻辑已经确定，后市仍将逐步震
荡走高，个股方面多重叠加身份的
个股仍有较大潜力。

资产：周一按计划以 16.97 元
买入东方园林4万股，之后以17.3
元卖出2.3万股。目前持有广东鸿
图（002101）3 万 股 ，尖 峰 集 团
（600668）5 万 股 ，东 方 园 林
（002310）4 万 股 ，山 东 黄 金
（600547）1.6 万 股 ，泰 达 股 份
（000652）7.8 万 股 ，南 山 控 股
（002314）6 万 股 ，南 国 置 业
（002305）10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2310003.04元，总净值6429483.04
元，盈利3114.74%。

周二操作计划：广东鸿图、南山
控股、尖峰集团、山东黄金、南国置
业、泰达股份拟持股待涨，东方园林
拟先买后卖做差价，另拟关注MSCI
板块里的优质滞涨股。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随着暑期的到来，中铁建·西
派城推出“欢乐儿童周、趣味嘉年
华”主题活动，并联合铁瓷会共同
推出十八般舞艺“趣”6街等凉爽
夏日节目。

“跟着草蜢骑士一起舞动，你
可以发现全新的自己”，据悉，该
系列嘉年华活动，包括草蜢热身
操节目展示，以及高尔夫节目展
示和小球员走秀，以及拉玛颠球
技巧展示；为此，有闯关比赛类节
目，如高尔夫、菲动武道体操、拉
玛足球、麦克星球等多种闯关比

赛。有兴趣参与的小朋友可以关
注“中铁建·西派城”微信公众号
报名参加。

“重新定义城市水景大宅”，
占地达 320 亩的西派城，包含
200 亩园林，融入 12 种水景园
林，打造亭台湖榭和艺术雕塑，社
区超过60%面积为水域覆，层次
分明，演绎出精彩绝伦的现代水
岸生活。目前，项目二期推出
170-360平米的水景大宅，装修
大宅优享精致生活，欢迎莅临体
验。 （方志勇）

电子元件获机构净买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38个行业资

金净流入，其中电子元件、券商信托、
机械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前。23
个行业资金净流出，其中银行、家电行
业、电力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2 只个股获机构
净买入。

个股提示
保隆科技（603197）公司主要

从事汽车零部件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排气系统管
件、气门嘴、汽车轮胎压力监测系统
（TPMS）、平衡块、汽车结构件和传感
器。26日获机构净买入2430万元。

金安国纪（002636）公司主
要从事电子行业基础材料覆铜板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
括各种 FR-5、FR-4、CEM-3、铝基
覆铜板及半固化片。产品广泛用
于家电、计算机、照明设备、通讯
设备等电子产品，具有较强的产
业稳定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掘金龙虎榜

追 涨 杀 跌

中科电气（300035）：截至6月
26日连续两个涨停。石墨烯板块
最近两个交易日表现不错，出现了
两只连续涨停的个股，除中科电气
外，还有碳元科技，此外，26日该板
块一共6只涨停的个股，除上述两
只外，还有杭电股份、方大炭素等。
近日，《2017全球石墨烯产业研究
报告》正式对外发布。该研究报告
指出，全球石墨烯应用市场2020年
将成长至1000亿元的规模，中国在
全球石墨烯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万科A（000002）：截至6月26
日连续两个涨停。万科A这样的巨
无霸，连续两天涨停，对市场相当有
提振作用。根据深交所龙虎榜，26
日有两家机构卖出万科A，卖出金

额分别为2.97亿元和2.21亿元，累
计套现金额为5.17亿元，而上周五
积极买入万科A的中信证券上海淮
海中路营业部卖出2.13亿元，排在
卖出席位第3位，同时，该营业部还
买入9168.44万元，总体而言，买卖
万科A前五席位累计净卖出金额达
到2.73亿元，主力资金呈现大幅流
出状态。

安信信托（600816）：6月26日
涨停。近几个交易日，MSCI概念股
表现不错，安信信托是突出代表。
公司有25亿股流通盘，总市值617
亿元，在近5个交易日连拉阳线，累
积上涨22%。这也是近一段时间白
马股上涨的缩写。除安信信托外，
白酒股等业绩优良的个股也表现不
错，贵州茅台26日大涨2.53%，收盘
484.68元，总市值达6089亿元，股
价距500元仅一步之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石墨烯表现亮眼

中铁建·西派城十八般舞艺“趣”6街

成都资深剁手党每天用半个小时逛淘宝

四川剁手党战斗力

全国排15

石墨烯概念井喷新材料受青睐
6月26日，石墨烯概念表现强势。截至收盘，板块大涨逾3%，杭电股份、碳元科技、方大碳素、中科电

气、锦富技术、美都能源6股涨停，华丽家族、东旭光电、宝泰隆等涨逾6%。
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新材料的发展也备受资本市场关注。
除了被誉为新世纪材料之王的石墨烯，锂电、高端钛材等子行业也有望受到资金青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