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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身在何处，随时可以打
开手机APP通过家中的监控

摄像头，看看家里的老人和小孩的情
况；下班回到家，只需给机器人管家
说句话，它就能指挥各种家电帮你做
家务……

四川边远山村的贫困农户，通过移
动宽带上网可以在移动电商平台“和小
宝”上卖东西，把常年因信息闭塞销售
不出的农副产品卖出了好价钱……

从智慧家庭，到助力农村信息化精
准扶贫，再到工业自动化管理、智能旅
游等领域，四川移动极光宽带凭借高速
稳定的服务、优惠的资费大显身手。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移动宽带用
户飞速增长，已超1亿。尤其是，近年
来，四川移动响应“宽带中国”号召，
按照中国移动集团“高起点、高品质、
高价值”的宽带发展战略，实现“覆盖
广、产品多、速度快、服务佳、内容好”
等优势特点，已覆盖全省3410万住户。

四川移动宽带覆盖领先
打造高品质数字家庭

11月1日上午，都江堰市玉堂镇
滨江家园。住户谢女士，早上起床，
收拾妥当，开始指挥家里的小机器人
干家务。

“若琪开灯”，“若琪，打开扫地机
器人”，“若琪，打开空气净化”……

在女主人的语音命令下，外观小
巧可人的智能机器人“若琪.月石”开
始指挥家中的各种家电开始有序工
作。而谢女士只是移动众多“智能家
庭”用户中的一个代表……

据悉，数字家庭是中国移动落
实国家“宽带中国”战略、促进信息消
费的重要举措, 是“大连接”战略的
十大工程之一。智能家庭是利用计
算机、网络通信、自动控制等先进技
术，将原来静止的家居设备转变为具
有“智慧”的工具，帮助人们有效地安
排时间，增强家庭生活的安全性、便
利性，并实现环保节能的居住环境。

此外，谢女士家中还安装了“和
家安”家庭智能监控业务，由中国移
动自主研发，通过手机即可实现秒级
安装配置、远程视频查看与回放、双
向语音通话、告警检测等功能。可实
现对老人、小孩、宠物等远程关怀看
护和对商铺的远程安全防范。不仅
如此，四川移动还向全省移动宽带用
户提供扫地机器人、物联摄像头、物
联门窗磁感应器、物联MINI网关声
光设备、物联水浸检测器、物联防盗
红外感应器等丰富的产品，让用户轻

松享受科技带来的生活品质提升，随
时随地感受移动带来的美好生活。

近年来，四川移动大力推进有线
宽带建设，截至目前累计投入63亿
元，已覆盖全省3410万住户。建设
过程中，四川移动所有宽带均全部实
现光纤到户，并向用户提供百兆接入
服务，实现“光纤起步、百兆到户”。
目前，四川移动已成功建成全国首个
百兆城市群，实现所有乡镇及以上区
域全部支持100M光纤宽带接入，还
打造百个千兆示范小区和万个电视
应用示范村。

四川移动探索扶贫新路
“和小宝”电商平台助农增收

“今年村里人平均年收入比去年
翻了两倍还不止，这都是因为村里有
了移动宽带。”李俊是阿坝州汶川县
半坡村的一位果农，前几年村里没通
网络，果子成熟了只有背到附近的集
市上卖，价格低还滞销。自从四川移
动为村里安装了光纤宽带，一切都变
了模样。

据半坡村村委书记陈惠群介绍，
半坡村为2008年地震搬迁村，海拔
1700米，全村91户以种植青脆李为主
业，农民户均年收入5000元左右，被市
县两级政府列为重点扶贫攻坚对象。

为帮助这些贫困村“摘帽”，四川
移动阿坝分公司投资2960万，对汶
川县37个扶贫村的1606户贫困户，
实行免费光纤宽带接入，于2016年
底实现半坡村光网宽带100%覆盖，
并同步实现4G网络全覆盖。“无网”
成为过去时。对此，四川移动汶川县
分公司经理张通富强调：“信息化是
脱贫的先行条件”。

如今，村民们借助中国移动极速

宽带，将自家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实
现了人均年收入较过去翻了几倍的梦
想。同时，四川移动已在阿坝全州13
县、892个行政村实现宽带全覆盖，以
及全州13个县、225个乡镇、3A以上景
区、高校、汶马高速的4G覆盖。

而带领半坡村村民致富的和小
宝平台，是2014年四川移动与四川省
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于
当年推出的基于手机终端的电子商务
交易平台。截至目前，和小宝平台已
实现农副产品代卖120万余单，总交易
金额9300万元，为农村用户提供代买
服务超过1000万元。其中，阿坝州虫
草、甘孜州松茸实现单周交易额超过
80万元。特别是今年8月，九寨沟地震
发生后，和小宝携手当地相关政府单
位第一时间开展“九寨脆红李盼出
山，情系灾区移动施援手”活动，一周
时间帮震区农户销售滞销脆红李
2000余斤，累计销量突破2万元，帮农
户解决燃眉之急，获得社会一致好评。

四川移动宽带发展迅猛
建设成绩斐然

据悉，四川移动不仅覆盖广，而
且具有产品众多、速度快、服务佳、内
容好等突出优势。

四川移动从2015年开始，投入36
亿元进行全省宽带网络升级改造，将
实现试点区域家庭100%的全光网络
覆盖，家庭用户宽带接入能力达到
20Mbps 以 上 并 可 平 滑 升 级 至
100Mbps。同时，已相继推出和家亲
APP、和家安（家庭监控）、和家通（家庭
座机）、和家玩（电视屏手势控制）、和家
看（电视屏点读）等智能家居产品。

为进一步提升宽带和电视服务
质量,四川移动2016年以来加大投
入,建设服务内容更加丰富、位于客
户身边的宽带电视服务站。今后平
均步行5分钟即可有一个宽带电视服
务站，宽带电视装机的平均完成时间
由原来的25小时缩短到15小时，故障
修复平均时长由12小时缩短为6小
时。并率先在全省推出宽带电视装
维服务“超时赔付”——承诺修障时
间不超过24小时、装机时间不超过48
小时,若超时将对用户实行赔付。

此外，四川移动还通过高品质的
移动宽带应用，给普通人生活带来改
变。2013年6月，四川移动推出家庭
电视服务。2015年8月，推出4k超高
清电视服务，其显示像素是1080p全
高清电影的4倍。2015年12月，推出

“和家亲”视频业务，让远隔重洋的亲
人，如在身边。 且菲

四川移动“宽带四川·信息精准扶贫”系列报道之二

四川移动宽带已覆盖3410万居民
“数字家庭”在川快速普及“和小宝”助贫困农户增收

四川移动宽带已覆盖我省3410
万住户。

白 杰 品 股

掘金龙虎榜

多家公司获增持

11月14日晚间，实达集团公告，
11月3日至11月14日，公司控股股
东北京昂展增持143.2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 0.23%；累计增持 623.52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1%。同时，北京昂
展拟在2018年1月17日前以自身名
义继续增持，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2%。

同样，力帆股份控股股东力帆控
股于11月7日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
式增持公司股票合计309.32万股，增
持金额约2539万元，已经超过前日
其披露不低于2000万元的增持计划
下限。

此外，部分公司股东此前的增次
计划也纷纷于近日完成。11月13日
晚间，狮头股份公告称，8月24日至
11月13日，公司控股股东海融天、股
东上海远涪的一致行动人重庆协信
远创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增持共
计 2007 万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8.73%，使用自有资金约36741万元，
完成此次增持计划。

莲花健康也于同日公告，公司控
股股东睿康投资完成了今年5月披
露的增持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
式增持 1020 万股，占总股本的
0.96%。

看好前景or股权之争

从原因来看，“看好公司未来前
景”和“争夺控股权”成为上市公司屡
获增持的两类主要原因。

以东方明珠为例，近日公司连续
获得公司董事长及高管增持。11月

8日晚间公司公告，公司董事长王建
军以及公司董事、总裁、法定代表人
张炜均已自筹资金于8日增持自家
股票。两人均表示，买入自家公司股
票是基于看好公司目前发展状况和
未来持续发展。

又如浙江龙盛，公司控股股东成
员之一的阮伟祥将在未来三个月内
累计增持不低于1.8亿元，并表示增
持显示出公司对未来持续稳定发展
有信心。

而康强电子近日被增持则有几
分“股权争夺”的味道。公司7日公
告，任奇峰、任伟达、任峰杰等一致行
动人通过近期增持，目前合计持股比
例已达到15%。并称本次举牌是基
于对康强电子目前的投资价值判断
而作出的，未来将视公司运营发展及

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增持。而
康强电子第一大股东银亿控股及其
一致行动人今年2月以稳固上市公
司控制权为由，也已通过增持将持股
比例增至30%。

增持利好助推股价
然而，不管基于何种理由，增持

对上市公司的股价来说是个利好。
11月15日，茂业商业公告称，公

司控股股东拟在未来六个月内增持
公司股票1亿元-5亿元，增持的资金
来源于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11月
16日，茂业商业大幅高开并快速封
涨停。在投资人士看来，公司此举有
护盘之意。

同样，增持计划对股价的提振作
用在金一文化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自今年10月24日以来，金一文化便
开启了下行通道，截至11月3日，公
司股价在 9 个交易日中累计下跌
20%，11月2日盘中更是“闪崩”并一
度跌停。11月4日，金一文化发布公
告称，公司正在筹划行业内资产购买
事项，并于11月6日起开始停牌。9
日晚间，在抛出购买计划的同时，公司
公告称实控人及高管拟增持不低于
10亿元，公司股票10日复牌便一字
涨停。

业内人士指出，“正常情况下，公
司的重要股东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对
自己公司的经营情况十分清楚，其抛
出增持计划显示出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在震荡市中也往往对后市热点产
生积极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问：上周五沪指低开，盘中
震荡走低，收盘下跌，你怎么
看？

答：预期中的调整继续在
上周五出现，高价股引发的热
议让贵州茅台下挫不少，而消
息面的偏空却让次新股大幅下
挫超5%，不过上证50出现护盘，
收盘再度刷新年内新高。截至
收盘，两市仅涨停25只，跌幅超
9%的个股达211只。技术上
看，沪指盘中最低险些跌破60
日均线，但收盘还是收在笔者
提及的3378点支撑之上；两市
成交金额放出近两个月来最大
量，一方面说明市场有恐慌盘
杀出，另一方面则说明有资金
暗中低吸承接；从形态来看，预
期中的最后一跌已经出现，不
仅刷新了近期低点，且符合运
行轨迹；事实上，从技术模型来
看，从9月初开始的震荡已经持
续两个月，期间股指不仅出现
过空间换时间，也出现过在震
荡中新高，当然由于市场仍处
于60日均线之上，这都属于强
势震荡的范畴；如今，截至到上
周五，市场的震荡轨迹已经处
于末期，一旦出现K线上的阳线

反包，那么则意味着新一轮的
震荡上攻趋势开始，而这个上
攻的第一波将持续5-6个交易
日。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减少，中证500期指
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
减，但沪深300及上证50却略有
增加。综合来看，考虑到消息
面新股核发数量降至5只，以及
上周五尾盘国家队的护盘动
向，短期市场拐点已经临近，后
市操作上理应不可盲目悲观，
低吸正当时。

资产：上周五按计划以21
元买入广东鸿图1万股；另以
12.38元买入工大高新3万股。
目前持有南山控股（002314）
20万股，维格娜丝（603518）2.5
万股，广东鸿图（002101）4万
股，工大高新（600701）6万股，
顺网科技（300113）3万股。资
金余额3147754.61元，总净值
6933254.61元，盈利3366.63%。

周一操作计划：南山控股、
维格娜丝、广东鸿图、顺网科技
拟持股待涨，拟不超过12.75元
低吸东方财富不超10%仓位，
拟不高于12.3元买入工大高新
部分仓位。 胡佳杰

庄园牧场（002910）：11
月17日涨停。次新股，公司主
营乳制品、乳酸饮料等。10月
31日上市，11月17日打开一
字板并涨停。全天成交8.89亿
元，换手率68%。龙虎榜显示，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济南文化西
路是买一，买入约2500万元。
17日，两市仅5只个股换手板
涨停，次新股重挫的情况下，庄
园牧场封住了涨停，是一招“险
棋”，但也可能是一招“妙棋”。

艾格拉斯（002619）：11
月17日涨停。公司日前公告
称，因未能与标的公司的资产
估值等交易方案中的核心条款
与交易对方达成一致意见，公
司决定放弃该公司的收购；将
继续推进以2.5亿元间接参与
并 购 移 动 互 联 网 营 销 公 司
AppLovin Corporation的交易，

该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5月底停牌，停牌前股
价从15元跌到6.37元。

掌阅科技（603533）：11
月17日跌停，连续3个交易日
跌停。次新股，于9月21日上
市，收到24个一字板，发行价仅
4.05元/股，一直到56元之上才
打一字板；之后还涨到了73.79
元。有没有泡沫？不言而喻。
8月以来，中科信息的示范作
用，使得之后上市的次新股都
获得了很高的溢价。近日来的
连续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3只个股
获机构净买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9

个行业资金净流入，其中银
行、券商信托、工程建设行
业资金净流入居前。52个
行业资金净流出，其中电子
元件、电子信息、化工行业
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3只个股
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广宇发展（000537）公

司业务板块主要集中于住
宅地产开发。公司住宅地
产开发业务,根据土地规划
情况以及当地区域市场将
主要商品住宅分为高层、别
墅和洋房等。17日获机构
净买入4716万元。

甘肃电投（000791）公
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增加风
力发电及光伏发电,目前包
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和光伏
发电,主要产品为电力。17日
获机构净买入302万元。

怡达股份（300721）公
司主导产品为“怡达牌”丙
二醇醚及丙二醇醚酯系列
产品、乙二醇醚及乙二醇醚
酯系列产品。17日获机构
净买入5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赵雅儒

低吸正当时

追 涨 杀 跌

次新股重挫

凯普生物年报增长
据凯普生物的公告，目前凯普

生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
首发限售股，自上述高送转预案披
露之日起的6个月内，仍处于限售
期，因此无减持计划。此外，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也表示，在
上述高送转预案披露后6个月内不
存在减持计划。

凯普生物是今年4月12日上市
的，到2018年4月12日解禁股上市，
而实际上，上述不减持的说明，也只
持续到4月18日。三季报显示，公司
前3季度净利润为6518万元，截至9
月底，公司每股资本公积金为5.81
元，每股净资产为10.21元。

凯普生物还发布了业绩预告，
预计全年实现盈利8800万至9500
万元，增长15.65%至24.84%。业绩
增长的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HPV
（人类乳头瘤病毒）检测试剂业务收
入增长稳定，其他检测试剂业务收
入取得较快增长。

布局潜力股
有统计显示，2011年以来每年

的年报披露期中，高送转板块在相
对收益和绝对收益上都超过沪深
300的概率达到80%。

近年来，首家年报高送转预案
发布时间也越来越早。2013年，安

科瑞于12月24日发布高送转预案，
成为当年首家；次年这个时间提前
到11月，2014年11月11日和2015
年11月19日，首家披露高送转预案
的公司分别为大富科技以及三七互
娱。2016年11月17日晚间，永和
智控和天龙集团公布了2016年年
报高送转预披露公告。今年和去年
的时间一样。

市场人士指出，高送转股的炒
作，可以分成三阶段。第一阶段，市
场将有潜力的个股罗列出来，依次进
行炒作；第二阶段，方案亮相的个股，
资金往往蜂拥而入，大炒一把；第三
阶段为抢权期，在登记日临近的时
候，市场再进行一次炒作，而这次炒
作往往就是最高潮；第四阶段为填权
期，除权后又抛起一波上扬进行填
权，不过对大多数高送转个股，这个
阶段需要业绩来证明或证伪。

渤海证券建议，在年底之前提
前布局具有年报高送转预期的优质
标的，这样不仅可以把握投资机会，
还可以很大程度避免后期题材涨幅
过高带来的回撤风险。可以从7个
相关性最高的因子来建立预测模
型，分别为：个股资本公积、未分配
净利润、流通股本、股价、上市年限、
历史送转记录、净利润增长率。其
中，上市时间距今比较近的有上海
洗霸、朗迪集团 、正元智慧、恒润股
份、透景生命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增持潮渐起
11月来超70家公司获增持

首份年报高送转出炉
年报行情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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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A 股市场增持潮渐
起。来自同花顺的数据

显示，截至11月19日，两市有超过70
家公司被股东、高管增持或抛出增持
计划。这背后，有的对公司未来充满
信心，有的则意在控股，几番较量之
间，也对上市公司股价起到了推波助
澜之效。

11月17日收盘后，凯普生物公告称，经控股股东提议，拟以截至
2017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息5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这是2017年年报高送转预披露的首家。市场人士分析，年报高送转的

炒作，是年报行情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2017年年报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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