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中国（四川）
电子商务发展峰会

21日亮相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秀

江）由四川省商务厅、绵阳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2017中国（四川）电
子商务发展峰会，将于9月21日
至23日在绵阳举办。

本次峰会以“智能互联、融合
创新”为主题，突出关注人工智
能、云计算、新零售、大数据等热
点领域，并将举行2017中国（四
川）电子商务发展峰会开幕式暨
领袖峰会、电子商务招商对接洽
谈会、2017中国农村电商发展与
精准扶贫论坛等活动。届时，格
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泸州老窖
集团董事长张良、360公司创始
人齐向东等业界大咖将参加峰会
并做主题演讲。

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随着四川省电子商务高速
发展，规模和消费持续增长，先导
性作用进一步显现，“四川电商指
数”影响力不断提升，电子商务在
四川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5年间全省电商交
易额年均增长达50%。与此同
时，四川省统筹推进“农村电商+
精准扶贫”工作，创新开展特色川
货线下商圈体验活动、贫困地区
农特产品展销活动等电商帮扶结
对模式，让农业搭上互联网时代
快车。

截至目前，全省国家级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达到62
个、省级示范县51个，中央和省
级财政对农村电商投入超过13
亿元。首家省级专馆“四川扶贫
特产馆”已实现涉贫市州全覆
盖，组织 41 个县的农特产品
1500余种上线销售，累计实现
销售额9000余万元。

美国当地时间9月12日，苹果
公司发布iPhone新品。在此之前，
调研机构赛诺数据也公布了《2017
年1-6月 iPhone中国销售数据报
告》。根据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中国市场线上购买iPhone产品
已经成为主流。

所有线上销售渠道中，京东以
47%的份额占据行业第一，同比增
长28%，这意味着中国市场所有线
上售卖iPhone，每两台就有一台是
在京东平台售出，成为iPhone在中
国最大的零售商。

iPhone于2009年正式进入中
国大陆市场，同年京东即获得
iPhone 网络销售授权，成为中国
首家线上销售 iPhone 的授权平

台，也是继亚马逊后的全球第二
家。

从2009年开售至今，京东已经
累计销售iPhone 14984141台。根
据京东公布的iPhone数据显示，在
京东上购买 iPhone 的用户中，有
51%的人是26-35岁，并且16-25
岁的年轻用户占比一路飙升，高中
生的比例也在增加，iPhone受到了
越来越多年轻用户的追捧。所有在
京东购买iPhone的用户中，有90%
以上是大学及以上学历。京东
iPhone大数据显示，有36%的男性
用户、34%的女性用户选择金色版
本的 iPhone，金色版的 iPhone 成
为了相对较多人的选择。

苹果于2014年正式推出了4.7

英 寸 的 iPhone 6 及 5.5 英 寸 的
iPhone 6 Plus，此后的产品升级一
致延续了该尺寸类型。数据显示，
女性用户更喜欢5.5英寸大屏，小屏
相对比较瘦男性青睐，但是4.7英寸
的屏幕，成为了消费的主流，男女用
户比例均在50%左右。

iPhone新品正式对外发布后，
京东平台也将同步开启销售预约。
除了 iPhone 新品的售卖外，京东
App Store 充值卡旗舰店也将为果
粉提供便利安全的充值服务。官方
发行的充值密码可直接于 App
Store 充 值 兑 换 ，无 需 用 户 将
Apple ID 及密码提供给第三方进
行充值，保证账号的安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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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运营商相继宣布9月1日起取
消漫游费，这比之前预计的十月份取消
长途漫游费整整提前了一个月。但4G
时代，网民除了关注漫游费，更关注的
可能是流量费的降低。

“每天要搭乘两小时的车上下班，
无聊的路上就喜欢看剧刷资讯等，结果
每月的流量费严重超支……”我市市民
李小姐说道。4G时代，流量问题不只
困扰着李小姐一个人，地铁公交玩手机
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流量

贵”、“每月流量不够用”也成为市民们
的一大痛点。近日，百度联合与中国联
通推出“百度圣卡”，月费最低9元就可
以享受部分百度系应用免流量使用的
特权。

据悉，百度圣卡的首批免流量对象
包括手机百度、爱奇艺、百度地图、百度
贴吧四大应用。月费最低9元用户就
可以免流量刷手机百度首页信息流与
短视频、看爱奇艺视频、用百度地图导
航、逛百度贴吧。

百度圣卡除了 9元小圣卡，还有
19元大圣卡和59元超圣卡。19元大
圣卡和59元超圣卡除了百度系应用
免流量外，还包含一定时长的通话时
长和流量包。如大圣卡套餐包含1G
国内流量，超圣卡套餐则包括4GB的
流量包和200分钟的国内通话时长。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通话需求不那么
高，19元的大圣卡是最为划算的。“5
年前我的月租费都已经50块了，现在
每月只花19块就可以开着4G流量任

性看视频看资讯等，很划算。”李小姐
向笔者讲述。

从2015年起，各大运营商相继推
出各种优惠政策。百度圣卡则是运营
商和互联网巨头的合作，通过免流量的
方式，让市民免除流量不足的担忧，随
时随地无所顾虑地看视频刷资讯等。
相信在未来，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将会
持续探索更多的解决方案，让广大用户
能以更低廉的价格享受更多的通讯网
络服务。

手机看视频心疼流量费？一张百度圣卡解决市民烦恼

酿酒行业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5个行

业资金净流入，其中酿酒行业、
保险、化肥行业等行业资金净
流入居前。56个行业资金净流
出，其中有色金属、电子元件、
化工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6只个股获机
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创新股份（002812）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提供多种包装印

刷产品、包装制品及服务的综
合供应商，在包装印刷、塑料包
装和纸制品包装等细分子行业
中拥有较为丰富包装产品线。
12日获机构净买入6013万元。

雅化集团（002497）公司
拥有雅化锂业和香港国际两个
锂产业业务拓展和投资的平
台，下属公司兴晟锂业、四川国
理拥有1.2万吨氢氧化锂及
6000吨碳酸锂等锂盐产能，是
国内氢氧化锂龙头企业之一。
12日获机构净买入3165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赵雅儒

掘金龙虎榜

白 杰 品 股

时间节点来临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窄

幅震荡，尾盘走弱，你怎么看？
答：沪指从全天表现来看波

动并不大，主要受金融股支撑，
不过从板块来看，两大核心板块
均出现大幅波动，一方面是新能
源板块出现冲高回落，龙头个股
天齐锂业先大涨后大跌；另一方
面次新股也受龙头个股临停影
响出现震荡走低的走势。截至
收盘，两市涨停33只，跌停3只。
技术上看，两市成交超7500亿
元，环比放大30%，达到今年天
量，成交的突然放大，是筹码出
现松动；从日K线图来看，沪深股
指收盘均守住了5日均线，不过
之前强势的创业板指却失守了
该线，日线MACD指标红柱也出现
快速缩减，显示短期走势已经存
在变数了；60分钟图显示，仅沪
指仍守住了5小时均线，而相对
走势较强的次新股指数和深成

指盘中还出现60分钟MACD指标
先金叉再死叉的现象，这足以说
明短期上升势头正在快速被扭
转。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略增，各期指合约负
溢价水平整体变化不大。综合
来看，笔者提前多日提到的时间
节点已经来临，考虑到本周五为
期指交割，以及短期市场暴量，
预期短期市场将开始出现明显
的缩量震荡期，后市密切关注60
小时均线的得失。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
持有广东鸿图（002101）3万股，东方
园林（002310）4万股，南山控股
（002314）9万股，启迪桑德（000826）
2万股，昊华能源（601101）6.6万股，
龙蟒佰利（002601）3.5万股，维格娜
丝（603518）2.5万股。资金余额
2224922.27 元 ， 总 净 值
7005962.27元，盈利3402.98%。

周三操作计划：为降低总
持仓，龙蟒佰利、广东鸿图、昊
华能源、东方园林拟择机高抛，
维格娜丝、南山控股、启迪桑德
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追 涨 杀 跌

热点转换
四川双马（000935）：9月

12日涨停。该股于1月16日停
牌，9月11日晚公告称，经审慎
研究，从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
东以及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
因“准备时间不足”等原因，公
司同时决定终止筹划重大资产
出售以及重大资产收购。四川
双马欲剥离的主营业务水泥，
在今年迎来了持续性的上涨。
不过，研究人士分析，四川双马
仍有可能进行内生或外延式发
展优质资产。

和顺电气（300141）：截至
9月12日连收两个一字板。新
能源车股逢利好，周一出现大
涨，但周二却几乎全面退潮，华

友钴业、赣锋锂业等多只个股
跌幅超过7%，但和顺电气、安凯
客车却连续收一字板。新能源
车板块出现分化，跌幅过大的
个股主要是因为前期涨幅太
大，获利盘抛出的原因。而连
续涨停的个股，则是低位的，价
格相对较低的个股。

洁美科技（002859）：9月
12日跌停。9月11日晚，杭州
园林、达安股份公告称由于股
价异动，将停牌核查，9月12
日，高送转板块是市场表现最
差 的 板 块 ，板 块 均 跌 幅 达
3.59%。7月18日，洁美科技公
告称，17年中报将高送转10转
15，公司股价至今涨幅超过
50%。在获利盘颇丰的情况下，
稍有风吹草动，个股就出现全
面调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9月11日，腾讯在成都宣
布，第七届腾讯全球合作伙伴
大会将于11月8日-10日在成
都召开。届时，上万名全球互
联网行业精英将聚首蓉城，围
绕“开放？创想”这一主题进行
交流和讨论。

在过去六届全球合作伙伴
大会上，腾讯与合作伙伴分享
并构建了PC互联网时代、移动
互联网时代的开放生态，为合
作伙伴带来超过160亿总收
益，诞生30家上市公司，合作伙
伴总估值3000亿。

今年大会上，腾讯旗下内
容、AI、QQ、微信、应用宝、浏
览器在内的20多条业务线将集
体亮相，面向所有合作伙伴公
布、分享最新业务动向。

腾讯开放平台副总经理王
兰表示，本届大会将是前几届
的升级版。她介绍说，这种升
级第一个体现是平台的升级，
即从生态的扶持走向全产业的
扶持；第二个体现是合作伙伴
生态的升级，内容创业者将被
首次纳入腾讯合作伙伴体系。

“什么样的城市能够把科
技范儿的东西和文创内容上、
意识上的东西完美地结合起
来？在我看来，在全国可能只
有成都。”王兰认为，今年腾讯
全球合作伙伴大会的主题与成
都的文化是完美结合的。

除此之外，中国《“互联
网+”数字经济指数（2017）》报

告也显示，我国351个城市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中，成都仅次于北
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四
个数字经济一线城市，位居14个
数字经济二线城市之首；此外，
腾讯的“国民手游”《王者荣耀》
就是诞生在成都。在行业人士
看来，《王者荣耀》走红是从IP、
美术、音乐、配音、技术开发到用
户体验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既是
腾讯的成功，也和成都浓厚的创
新氛围具有很强关系。

11日下午，腾讯还宣布了
“腾讯文创基地”在成都正式挂
牌。据了解，文创基地的挂牌，
主要目的就是在促进西南文创
大生态联动发展的同时，实现
成都文创产业精品化、专业化、
生态化发展。

腾讯方面表示，开放平台
将继续深化开放战略，深耕垂
直细分领域的创业扶持，通过
聚集腾讯以及合作伙伴的资源
与能力，为内容领域的创业者
提供全方位创业扶持，完善腾
讯创业扶持生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艾晓禹 王婷

国内消费者线上购买iPhone产品已成主流
中国每两台iPhone就有一台为京东售出

宏达股份控制权或将变更
今年三家上市川企已易主

宏达股份实控权或变更
9月11日晚间，宏达股份发布公

告，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四川宏达实
业有限公司和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的通知，获悉宏达实业正在进
行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变更。

公开资料显示，截止到今年6月
30 日 ，宏 达 实 业 持 有 宏 达 股 份
54623.74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8%，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而
宏达股份的实控人是自然人刘沧龙。

对于公告中提及的另一方泰合
集团，记者查阅其官网资料了解到，
该公司始创于1995年，目前已形成

“金融主业突出，大健康、文化旅游、
房地产、教育、农业等相关产业协同
发展”的产业布局。集团现控股参股
多家上市公司、2家民营银行、自持和
管理21家高星级或主题式酒店，控股
3所职业院校，参股多家金融机构及
拥有30多家各类子公司。

该集团的实控人为自然人王仁
果，同时他也是四川上市公司泰合健
康的实控人。资料显示，泰合健康主
要从事中西成药生产和销售，高新技
术产品开发和经营，生物工程制品的

生产和销售。

三家上市川企今年易主
在四川地区，今年已有三家上市

公司易主，分别是四川金顶、华塑控
股和*ST天仪（已更名为贝瑞和康）。

今年年初，四川金顶公告，海亮

金属于1月26日与朴素至纯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海亮金属将其持有
的公司全部股份7155万股作价12亿
元转让给朴素至纯，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转让价款合计12亿元。本次
交易完成后，朴素至纯将成为四川金
顶新的控股股东，PE大佬梁斐将成为

四川金顶新的实际控制人。
今年3月，华塑控股迎来第四次

实际控制人变更。李中等人于3月
17日与浙江浦江域耀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达成协议，将所持西藏麦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
后者，从而将导致华塑控股实控人变
更为李雪峰。

此外，今年8月，*ST天仪更名为
贝瑞和康。去年12月，*ST天仪发布
重组草案称，将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与重大资产出售同步进行的方式，注
入贝瑞和康 100%股权。交易完成
后，贝瑞和康实控人高扬入主*ST天
仪。

65家上市公司实控人生变
来自同花顺的数据显示，包括上

述的三家川企在内，今年以来两市已
有65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原因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实际
控制人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原实际控
制人协议转让股权等。

今年7月，葵花药业公告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彦斌、张晓兰夫妇已于
近日办理离婚手续，解除了婚姻关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关彦斌、张晓
兰夫妇变更为关彦斌。

而实控人变更的背后，部分公司
的业绩也表现不佳。银鸽投资原实
际控制人为河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今年3月，自然人孟
平接盘该等股权，成为银鸽投资间接
实际控制人。财务资料显示，2016年
公司的净利润为-7524.24万元。

此外，2017年，中央汇金通过间
接增持成为嘉宝集团最终控制人。
公司于4月21日晚间公告，公司的实
控人由上海市嘉定区国资委，变更为
光大集团，最终控制人为中央汇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11月成都召开

将全方位扶持内容创业者

近日，宏达股份发布公告，接到
公司第一大股东宏达实业和泰合集
团的通知，获悉宏达实业正在进行重
大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变更。数据显示，今年以来A股
市场已经有65家公司的实控人变更，
包括四川金顶、华塑控股和*ST天仪
（已更名为贝瑞和康）三家川企。

备受关注的苹果10周年发布会
于北京时间9月13日凌晨1：00召
开，据媒体报道，今年苹果新品预计
将汇聚多项重大技术革新以纪念
iPhone诞生十周年。除了芯片和
系统升级外，iPhone8（X）还可能应
用三星OLED材质双曲面屏、双面
玻璃机身，3D面部识别、无线充电、
屏下指纹、增强防水、增强现实优化
的后置相机等多项新型组件。

苹果历来是业界标杆，它的技
术变革也可能推动苹果产业链相关
企业提振盈利性。受此影响，在二
级市场中，以歌尔股份为代表的苹

果概念股市场表现也明显跑赢大
盘。

多个公司开始在互动平台上表
明苹果概念股的身份。奋达科技表
示，公司全资子公司富诚达的主要
客户为苹果及指定EMS厂商。同
兴达表示，公司研发生产全面屏，随
着公司实力提升，未来不排除苹果8
会选择使用公司的产品。超声电子
表示，公司是苹果公司的PCB供应
商，但基于商业保密原因，具体合作
内容不便透露。

据同花顺数据显示，8月以来，
苹果概念指数涨幅高达12.67%，同
期相比，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涨幅只
有3.16%、5.22%。截至2017年6月
30日，共有63只基金重仓苹果概
念。其中，上投摩根中国优势混合
重仓苹果概念占比达32.67%，重仓
股为欧菲光（9.74%）、长盈精密
（7.65%）、安洁科技（6.08%）、大华

股份（5.85%）和科森科技（3.11%），
今年以来涨幅达40%。

众所周知，苹果发布会前后，苹
果的股价都会有所反应。自首款
iPhone问世以来，直到去年，苹果
股价有80%概率在iPhone发布日
当天收跌。而A股相关的苹果概念
股从2014年来的发布会当日也是
跌多涨少，下跌概率超过80%，“苹
果魔咒”的原因也不难理解，股市一
直有炒预期的逻辑，当预期落地利
好兑现后，投资者便会获利离场。

华泰证券对此进一步分析，指
出发布会前后概念股走势无统一经
验规律，但仍呈现一定的联动性：在
发布会前一周内，相关标的走势分
化，未呈现出太强的联动性；自
iPhone5至iPhone6s期间，在新机
发布后一周的时间内，相关标的中
下跌的数量明显较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新品发布会当天
概念股下跌概率超8成苹果

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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