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惧美股暴跌
A股绝地反击

13日凌晨，美股暴跌，道琼斯指数
暴跌逾600点，跌幅2.32%，标普500指
数、纳斯达克指数也分别下跌1.97%、
2.78%；欧洲股市也是下挫，英国富时
100指数跌0.74%、德国DAX30指数跌
1.77%。

受全球市场动荡影响，13日上午，
日经指数暴跌近3%，韩国市场也大跌
逾1%。

然而，逐步走出低谷的A股，已然
无惧外围动荡，低开后全面走强，上午
三大股指全线翻红，上证指数微涨
0.11%、深证成指涨0.71%、创业板指大
涨0.99%。

13日上午传媒、互联网板块及壳
资源等题材走势强劲，题材股恒立实
业更是走出14天13个涨停的强势行
情。在政策暖风之下，各路资金明显
活跃起来。

A股的强势行情，还带动港股走
强，恒生指数开盘低开逾2%，然而受A
股走强影响，恒生指数也一路拉升到上
午收盘仅微跌0.1%。

进入“吃饭”行情
资金抢入创业板

据中财证券研报透露，保险、汇金
等国内大机构正扎堆抢购ETF，尤其是
创业板ETF。数据显示，华安创业板
50ETF、易方达创业板ETF、广发创业
板ETF三只跟踪创业板指相关指数的
ETF基金份额皆受到资金的净申购，华
安创业板50ETF单月净申购份额高达
62.7亿份，单月总份额增幅高达40%以
上。整体看，11月份，A股延续上涨态
势，其中“估值调整充分”的创业板，是
向上修复最确定的板块，因此，创业板
ETF自然也就备受大机构的青睐。

整个下半年保持着二、三成的低仓
位（灵活配置型基金），但最近一周，一

位资深公募基金投资总监已经将所管
理的产品快速加至接近满仓，全身心地
投入到对这波反弹行情的捕捉当中。

在他看来，目前已经进入年底“吃
饭”行情主升浪，明年的宏观经济还存
在相当多的不确定性，需要谨慎应对，
但对短期行情相当乐观。原因有二：首
先是2500点的位置本身下跌空间就有
限；其次是市场的风险偏好因利好政策
频出而得到快速修复，情绪上支持行情
的进一步上行。

利好因素在加强
A股机会大于风险

目前的A股，机会大于风险。从经
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企业利
润、财政收入、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
看，中国经济运行都处于合理区间，消
费升级日益明显，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
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给予高度
评价。

从市场层面看，支撑市场运行基础
的一系列利好因素在加强。监管机构
呼应市场期盼，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
列改革举措。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稳
定、市场运行的基础性制度日渐扎实，
上市公司质量在提升。对证券市场改
革和发展的预期日益稳定明确，股市
逐步走出低迷状态，市场做多气氛日
渐浓厚。A股公司纷纷实施回购。据
统计，截至11月9日，今年共计有609家
A股公司实施完成了869次回购，回购
资金达336.73亿元。外资也在积极布
局A股。

《经济日报》在近期的评论中表示，
中国股市不仅会走稳，还会走好。一个
重要内在逻辑是，资本市场要在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是我
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股市
发展的重要契机。正因如此，搞好资本
市场，不仅是具体监管部门的工作，更
是在国家层面的统一部署。
综合《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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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继续放大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震荡

走高，收盘上涨，怎么看？
答：受外盘大跌影响两市早

盘低开，随后反复震荡上涨，创业
板指继续领涨，盘面上创投、壳资
源继续火爆，而文化传媒也迎来
集体超跌反弹，不过午后券商板
块的拉升反而让场内资金分流，
导致尾盘市场略有走弱。截至收
盘，两市涨停102只，跌停2只。
技术上看，两市成交继续放大至
4500亿水平，各股指继续收于5
日、10日均线之上，创业板指率
先刷新反弹以来的新高，且成交
量创历史新高；60分钟图显示，各
股指收盘均继续收于5小时均线
之上，且60分钟MACD指标重新金
叉。期指市场，合约累计成交、持
仓均增加，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
平整体有所减少。综合来看，伴
随成交的继续放大，市场热点稍
有扩散，但核心的几大龙头个股
依然连板，预计围绕低价股的炒
作仍会延续。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14.88元
卖出王府井4.5万股；以3.45元买
入丽鹏股份10万股；以8.95元买入
英力特4万股；以7.28元买入龙宇
燃油5万股。目前持有南玻A
（000012）22 万 股 ，宜 安 科 技
（300328）10 万 股 ，泰 禾 集 团
（000732）6.5 万 股 ，珈 伟 新 能
（300317）15 万 股 ，丽 鹏 股 份
（002374）10 万 股 ，龙 宇 燃 油
（603003）5万股，英力特（000635）4
万股。资金余额2941156.84元，总
净值7565706.84元，盈利3682.85%。

周三操作计划：宜安科技、南
玻A、泰禾集团、丽鹏股份、龙宇
燃油、英力特、珈伟股份拟持股待
涨，拟关注部分低价高送转潜力
个股。 胡佳杰

看小黄车堆积视频

扫二维码

“赶紧弄走，都没人骑，堆在这里多影
响市容！”11月13日，在成都成华区双华
南路的一段街道，一名市民如此说道。记
者发现，在不到两百米的街边，堆放了约
600辆ofo小黄车。而ofo成都方面的负
责人表示，这些都是从周边社区清理出的
待维护车辆，将很快搬回成都的仓库中。

市民嫌弃
600辆单车堆在百米街道

根据一位市民的爆料，记者找到了这
条并不宽敞的街道。在街道的两侧均堆
放着ofo小黄车。有的地方车辆还叠了数
层，显得十分杂乱。

而即使五米开外望过去，都可以看到
这里的单车大部分已经显得比较陈旧，且
坐垫多数也蒙了一层灰尘。走近可以发
现，不少车辆的车头、坐垫、轮胎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损坏。然而，即使有的车辆轮胎
已经严重变形，用手机扫码却仍然可以正
常开锁。

多名经过的市民表示，希望这些共享
单车能够尽快从街道搬离。“都没得人骑，
摆在这里干什么嘛，还影响我们这些人走
路。”一名市民告诉记者，这些车子在这里
至少堆放了一周的时间。

除了双华南路，封面新闻此前报道，
成都地铁2号线大面铺站附近一个便民停
车场，大约3000平米的范围内，密密麻麻
停放了很多单车。它们依次排开，头尾相

连，有的地方堆积成两层，估算至少上万
辆之多。漫步其中，犹如身处一片黄色的
海洋。

官方回应
维护车辆暂时堆放

而ofo成都方面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这些车辆的确是要准备回收维护
的，现在只是暂时堆放在这条街上，“目前
我们已经在不断地往仓库搬单车了，但是

车辆还是会有人骑进去，好的车辆都被骑
走了，坏的就累积在这里。”

此外，部分市民还向记者反映称，感
觉成都市区的小黄车的数量近期有减少
趋势。“一些地方曾经排满了小黄车，但是
现在只零星地散布在摩拜和青桔等共享
单车中。”

该负责人对此表示，之前的确在做一
些减量，但是这个数量并不多。“我们没有
再新增车辆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刘旭强 记者 杨尚智

不到两百米的街边，堆放了约600辆ofo

小黄车堆积如“坟”影响出行

“对不起，优惠券已被抢光！”“很抱
歉，该特价商品已卖光！”“你来晚了，秒杀
已结束！”……在刚刚结束的“双十一”购
物狂欢中，你是否遭遇过上述一幕呢？安
全专家表示，总抢不到“秒杀价”，多半是

“羊毛党”和挖矿木马闹的。
一项数据显示，仅今年10月，360安

全大脑就监测和识别出“羊毛党设备”逾
6797万个。

360安全大脑安全专家介绍，所谓
“羊毛党设备”是指仿冒真实用户设备
进行“薅羊毛”活动的网络设备。这些
设备并不一定都对应真实的手机和电

脑设备。“羊毛党”使用这些设备冒充普
通用户，对各类企业活动进行刷单、刷
榜、领红包、领优惠券等。也就是说，消
费者在抢购、秒杀活动中，面对的对手
可能是“手速”超人的机器，很容易出现
辛辛苦苦盼到“双十一”，却空手而归的
尴尬。

安全专家表示，“羊毛党”带来的危害
是双向的，一方面企业付出了真金白银却
丧失了真正的用户；另一方面，用户体验
遭到很大破坏。

除了“羊毛党”外，“寄生”在网页上的
挖矿木马，也拖慢了消费者抢购的节奏。

统计显示，11月以来，用户访问量最大的
50个被挂挖矿木马的网站中，有30个都
是电商网站。

安全专家介绍说，这些网站的大量页
面被植入了挖矿木马下载代码，用户使用
存在安全漏洞的浏览器访问这些页面，电
脑或手机就会感染挖矿木马，成为帮助黑
客挖矿赚钱的肉鸡。用户中招挖矿木马
后，往往表现为计算机资源利用率持续飙
升、系统卡顿。“双十一”期间，本来就访问
量巨大的电商网站，很可能因中招挖矿木
马，让用户感到“更卡更慢”。

据新华社

为何总抢不到“秒杀价”？
专家：多半是“羊毛党”和挖矿木马闹的

位于成都双华南路上堆积如山的小黄车。

网易严选与贵州雷山
共启品牌共创脱贫计划

严选模式
赋能电商扶贫2.0

为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打
造电商扶贫示范亮点，网易旗下
自营电商品牌网易严选与贵州雷
山县就电商扶贫进行签约。

11月10日，杭黔东西部扶贫
协作签约暨雷山文化形象征集启
动仪式在贵州省雷山县举办。会
上，网易公司副总裁、网易严选
CEO柳晓刚宣布启动以严选模
式赋能雷山品牌打造，助力雷山
脱贫攻坚。

于2016年4月正式上线的网
易严选，经过两年多的高速发展，
已成为网易公司最重要的拳头业
务；而由网易严选提出并引领的
严选模式，也已成为国内互联网
行业最重要的电商模式之一。本
次网易严选受邀参与雷山县扶贫
开发，从本质来看，是因为严选模
式获得各级政府肯定，相信通过
严选模式赋能，可以实现社会帮
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

这个思路也得到了研讨会与
会专家学者的共同认可。研讨会
上，专家组认为，网易严选和严选
模式为电商扶贫打开了全新思
路。从雷山县情况来看，通过严
选模式的赋能，将有机会大幅提
升雷山县农副产品、文化产品等
的销售规模，而网易严选对商品
品质的超高标准要求，也可以为
雷山县产业升级贡献宝贵经验。
不仅如此，严选模式一以贯之倡
导“简约和环保”，这与《决定》指
出的坚持保护生态，实现绿色发
展高度契合。

与会专家还认为，作为一个
拥有极其丰富自然、人文资源的
贫困县，比起传统的通过电商平
台销售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的电
商扶贫1.0模式，雷山县更适用于
打造具有高识别度、高传播力的
文化形象，即品牌赋能的创新方
式完成脱贫攻坚。而要达成品牌
赋能，网易严选的严选模式恰恰
可以补充传统电商扶贫1.0模式
的空白——即对上下游产业链更
新诉求的深入了解，及整合上下
游产业链提炼核心形象输出的能
力。这也说明，严选模式的扶贫
运用，可助力制定贫困地区特色
产业发展规划。

结合专家组讨论意见，雷山
县人民政府将委托网易严选在国
家4A级景区“西江千户苗寨”建
立“严选·雷山”文化馆，负责雷山
县文化品牌形象打造工作，并依
托雷山县品牌形象深度开发雷山
县系列特色商品。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对口帮
扶工作，杭黔两地妇联授予网易
严选雷山文化馆“一枝独秀”杭黔
妇女对口帮扶联络站牌匾，并与
网易严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
来将继续在杭州市商委的指导
下，以电商帮扶为抓手，整合优质
资源共同为黔东南州绣娘提供订
单式培训、设计、制作、销售，帮助
黔东南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婷

绵阳高新区
携手支付宝

打造西部首条科技
数字化智能示范街

不需要把衣服穿上、把头
发弄乱就能用“虚拟全景试衣”
快速看到上装效果；不需要排
队等候付款，站在人脸识别系
统前就能“扫脸支付”……这一
切在绵阳将会变成现实。

11月13日，绵阳高新区和
支付宝宣布将携手樊华地产打
造西部地区首条科技数字化智
能示范街，共建科技绵阳。

据了解，依托阿里新零售
新科技创新优势共同打造的西
部地区首条数字智能体验式新
零售购物中心，汇集了来自全
球的暖科技产品。包括前沿的

“虚拟全景试衣”、“扫脸支付”、
“瓜脸识别”、“赏个脸呗”等。
金融科技数字化示范区建设成
功后，不仅可以让每一个消费
者在这里享受到购物的便利和
乐趣，还能在这第一时间体验
到全球最新最潮的阿里暖科
技。

签约仪式上，绵阳市委常
委、市委副书记胡滨表示，近年
来，绵阳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城
和西部经济强市，热切期盼更
多本土实力企业做大做强，更
多外地企业融入绵阳，为经济
社会发展添砖加瓦，共建科技
绵阳。

蚂蚁金服战略发展部大区
总经理钱猛表示，支付宝作为
一家科技企业，非常愿意与绵
阳各大金融机构进行战略合
作，分享阿里的科研成果，推动
我国的数字化金融转型进程。
与樊华地产合作，共同打造阿
里第二家数字化智能体验式新
零售购物中心，让绵阳人在享
受购物便利的同时享受科技乐
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艾晓禹

创业板成交量创历史新高

“吃饭”行情来了
13日，两市低开后迅速走高，低价

股集体掀涨停潮，两市逾百只个股涨
停，创投概念股、壳资源概念股持续受
追捧。从盘面上看，文化传媒、福建自
贸区、壳资源、ST板块、证券等板块涨
幅居前。沪股通净流入13亿，深股通
净流入13亿。

值得关注的是创业板不仅突破了
60日均线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成交
量创出历史新高，说明聪明资金在大
幅流入创业板，看好后市行情，K线走
出攻击型上涨形态，中小盘个股全面
爆发，市场赚钱效应爆棚。

“当前就是一波反弹，对此大家观
点一致，‘吃饭’行情（弱势市场的多头
反弹行情）可以确定，并进入主升浪期
间。”一位资深公募基金投资总监表
示。

制图/杨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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