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5日，口碑和饿了么在杭州
发布了今年双12的玩法。记者了解
到，除了前两年都有的满减活动和双
12当天的五折优惠以外，今年还有业
内流行的砍价团玩法，增加了更多的
社交元素。

据悉，今年参与双12的商户包括
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汉堡
王等品牌。在成都，还包括了当地的
谭鸭血、李不管把把烧、何师烧烤等四
川本土品牌。双12当天，春熙路、银泰
城、大悦城等商圈都将加入这次狂欢。

今年双12，除了参与商家数量超
过了200万家，覆盖场景也从商超扩
展到城市生活的全场景，消费体验从
移动支付扩展到手机点单，数字化的
生活体验正在延展到人们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

10月，口碑和饿了么宣布合并，成
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承担起升
级本地生活行业市场、重新定义城市
生活的任务。今年双12，也是阿里本
地生活服务公司成立后的首个双12。

根据行业公开的数据推算，整个
本地生活市场的数字化率目前仅为

15%左右。低数字化率成了整个市场
商业效率、运营模式升级的主要短
板。双12的五年，也是本地生活市场
不断数字化、升级新零售的五年。

阿里巴巴副总裁范驰分析说，
2014-2015年双12，支付宝移动支付
的普及，开启了线下交易和人的信息
的数字化。2016-2017年双12，口碑
和支付宝通过移动支付与在线商品
营销，在推动线下市场人、交易、货品
的数字化。而到了2018年双12，口碑
和饿了么通过移动支付、在线商品、
到店手机点单、外卖点单、口碑智慧
餐厅等互联网技术产品，希望全面加
速推进本地生活市场的人、货、场的
数字化进程，为商家升级新零售打下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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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降费，
打造高品质的网络和服务

提速降费，是移动提升服务品
质的基础。

无线方面。目前，四川移动累
计在川建成基站超18万个，其中4G
基站超12万个，全面实现省-市-
乡-村的全覆盖。通过载波聚合、
3D-MIMO等新技术，提高网络速
度，网络质量达到集团先进水平且
在 省 内 领 先 ，上 网 峰 值 高 达
200Mbps以上。

有线方面。2016年初，移动就
在四川建成全国首个百兆城市群，
所有市州县级以上城区全部支持百
兆以上光纤宽带接入。今年，先后3
次对宽带进行免费提速，主流宽带
产品带宽升至200Mbps。

四川移动还持续优化资费：将
宽带电视产品免费融合于用户主资
费套餐中，实现主资费最低18元即
可免费享受宽带电视业务；今年7月
1日起，取消了全川手机用户移动流
量漫游费，超额完成总理工作报告
中提出的“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
至少降低30%”目标。

提速降费的同时，四川移动还
不断创新服务。四川移动于2016年
率先开展宽带装维“超时赔付”、“先
装后付”、“视频排障”等服务项目。
目前，“极光宽带”可提供高达1000
兆的全光纤入户接入，还实现手机
电视多屏互动、电视语音遥控等功
能。

移动“极光宽带”还打造了“入
口+平台+硬件+应用+生态”五位一
体的数字家庭生态新体系，引入超
百款智能硬件，上线百款家庭应用

产品，涵盖网络管理、亲情沟通、安
防监控、环境监测、节能控制、健康
医疗、智能家电和教育娱乐等八大
智能生活场景，实现从智能单品向
全屋智能的产品演进和生态跃迁，
为用户打造一流的数字家庭体验。

网络扶贫，
让脱贫攻坚更加精准有效

近日，四川移动再次传来捷报，
经过历时三年的攻坚建设，四川移
动已全面完成第一、二、三批宽带电
信普遍服务建设任务并圆满通过验
收，累计投资近 8亿元，实现四川
4718个行政村宽带建设。

近年来，四川移动一直加大对
偏远地区贫困村的网络扶贫力度，
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积极参与工
信部“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建
设，共承担了全省51%的电信普遍
服务任务，重点攻坚偏远行政村特
别是三州的通信网络覆盖，进一步
补齐农村及偏远地区电信普遍服务
短板，试点我国城乡“数字鸿沟”，让
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老百姓分享到信
息技术发展红利。

今年3月，攀枝花米易番茄滞
销，四川移动相关人士获悉此信息，
2小时内完成了货源组织与平台搭
建，不到1天，米易番茄正式上线四
川移动“和小宝”等平台进行销售，
14天共售出9万斤番茄，四川移动
用实际行动助力农户渡过难关。

“和小宝”就是四川移动运用信
息技术优势，搭建“互联网+优势特
色农业+贫困农户精准扶贫”的O2O
农村电商平台，如今已累计销售额
已超9971.6万，荣获工信部“中国信

息通信与互联网+应用优秀成果金
奖”。

在凉山，四川移动与凉山州旅
发委携手搭建集管理、营销、服务、
体验于一体的智慧旅游平台，为商
家提供营销分析支撑，为游客提供

“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信息化服
务。截至今年底，五彩凉山智慧旅
游公共服务平台入驻商户2000余
户，年浏览量近100万人次，成为拉
动当地旅游经济助力脱贫攻坚的强
力引擎。

互联网+，
支撑数字经济再上新台阶

2014年底，四川移动在中西部
率先建成覆盖全省的 4G 精品网
络。基于这张网络，四川移动还实
现了县级以上城区物联网NB-IoT
网络的全覆盖，积极拓展工业制造、
智能穿戴等物联网应用。基于这张
网络，四川用“互联网+”连接起旅
游、医疗、教育等多领域的民生服务
和政府管理。

在互联网+医疗方面，四川移动
联合川大华西医学中心为贫困患者
搭建的远程在线问诊平台“乐乐
医”，“患者随访、医生联盟、慢病管
理、双向转诊”四大功能于一体，为
患者提供“互联网+”在线诊疗服
务，已有超5000名华西医院医护人
员注册。通过乐乐医，患者能快速
找到适合的科室和专家，减少了1/3
的看病附加费用，还能对接一些专
病慈善救助基金，让专家服务惠及
偏远地区患者，实现分级诊疗和精
准就医。此外，四川移动还在在凉
山悬崖村等偏远地区设立便民医疗
服务站，“一站式”精准“健康扶贫”
服务。 目前，已有超300万人次关
注。

此外，四川移动还利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技术，推出了“移动手
机贷”，已为 500 余万用户提供累
计40亿的信贷支撑。打造本地生
活服务综合平台“和生活”，为用户
提供社保医保公积金查询，水电气
查缴，电影购票、汽车购票、预约挂
号、优惠购物等本地生活服务；基
于NFC技术开发移动手机刷地铁
应用，创新方便、快捷、安全的公交
出行方式……

不久前，四川移动迎

来新的发展里程碑——宽

带用户和电视用户“双破

千万”。这背后是四川移

动 服 务 能 力 不 断 提 升 。

移动通过“提速降费”等

系列手段，不断提高服务

的效能与品质，提升用户

获得感。 四川移动的装维人员正在检修线路。

宽带、电视用户双破千万
高质量生活中的“移动”力量

而本周周一A股大涨当天北上资金更是
大手笔扫货121亿元以上，净流入金额创历史
次高，周二A股继续反弹，北上资金再次较大
力度买入，净流入达到42.92亿元，三天时间北
上资金累计抢筹175亿元。其中金融股、大消
费成为斥资重点。此外，电子等科技股也受到
青睐。

北上资金爱投三类股
周一，由于利好带动A股放量大涨同时，

北上资金出现罕见的大手笔扫货动作。当天
北上资金净流入121.41亿元，创下了单日历史
次高。具体来看，沪股通、深股通分别净流入
86.34亿元、35.07亿元，其中沪股通为净买入
主要通道，包揽了当天净流入额七成。

周二，A股震荡中继续反弹，北上资金买
入力度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净流入42.92亿元，
沪股通以净流入32.66亿元，再度成为北上资
金买入A股的主战场。

周三，美股拖累全球股市，但A股走出略
显独立的行情，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11.39亿
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入12.02亿元，深股通净
流出6317万元。

据Wind统计数据的活跃股来看，北上资
金本周反弹中重点买入金融股，以及白酒、医
药等大消费股。例如周一中国平安成为北上
资金买入力度最大对象，净买入高达11.64亿
元，创下历史次高。

贵州茅台则是北上资金扫货最凶猛的大
消费股。周一被净买入10.06亿元，仅次于中
国平安，净买入力度历史第四。而且当天贵州
茅台(600519)大涨6.41%时，北上资金功不可
没。五粮液也获近4亿元净买入，恒瑞医药、伊
利股份、青岛海尔、美的集团、格力电器等均获
亿元以上加仓。

而电子等科技股也获得北上资金加码。
例如，海康威视周一获北上资金净买入近6亿
元，大族激光也被净买入近2亿元。

记者进一步Wind梳理发现，北上资金本
周增持数量靠前对象中，金融股占比过半，如
四大行均被加仓超过2600万股，位列前六。而
其余1000万股以上增持的21股中，还有民生
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平安、兴业银
行、浦发银行、中信证券、光大银行、北京银行、

平安银行等诸多银行股。
渣打财富管理部投资策略总监王昕杰称

“外资普遍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具备长期的投
资价值，当前估值水平处于历史较低位置。且
随着A股纳入MSCI、富时罗素的节奏加快，A
股将成为全球基金管理人不可忽略的市场。
我们预计，MSCI全部纳入A股需要约5年时
间，富时罗素纳入A股则在9个月内全部完
成。乐观情境下，未来十年外资在A股的市值
占比将接近10%。”

机构表示年底吃饭行情渐近
在今年A股持续回探中，其估值不断下

降，吸引力也不断上升。Wind数据显示，自
2008年以来，最新的沪深300整体市盈率在
10.5倍左右，稍微高于2013—2014年历史低
点时，而较其他时间段都要低，也低于2008年
历史大底1664点的估值。可见目前A股估值
早已处于历史低位。

对于本月A股走势，券商展望意见大相径
庭，积极方与谨慎方各执一词。

联讯证券给出的12月份策略意见最为积
极，并给出点位预测，其认为，经过一轮估值修
复后，寻找价值洼地是当前首选，持续上攻的
板块值得关注，毕竟反弹龙头具备做多引领效
应，适度的回落或许是逢低关注的机会，需从
年报业绩、明年预期及资金参与程度来多方面
判断。鉴于此，未来一段时期，在配置上可以
更加积极一些，年底有望形成普涨行情，甚至
上证指数有一举冲破前期2700点阻力，迈向
2800点的可能，要把握住年内最佳吃饭行情。

海通证券的观点也较为乐观，其表示，
G20峰会期间，贸易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减缓
了经济下行压力，修复了市场情绪，预计A股
反弹延续，并且幅度将会更高。短期观点偏乐
观，主要逻辑是A股跌幅深、估值低、政策强。

而招商证券认为，风险资产价格的底部需
等到滞胀之后的衰退阶段，预计滞胀状态会持
续到2019年中期附近。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证
据显示“政策底”已经出现；之前主要提示政策
未放松之实体融资仍下行；现在要重点提示政
策未放松之货币政策仍中性。进入12 月份，A
股大概率将处于多空交织下的震荡行情。
综合《大众证券报》《第一财经日报》《证券日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7个行业资金净流
入，其中农牧饲渔、有色金属、医药制造行业
资金净流入居前。54个行业资金净流出，其
中券商信托、电子元件、银行等行业资金净
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3只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阳光电源（300274）公司专注于太阳能、

风能、储能等新能源电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和服务,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5日获机

构净买入4548万元。
冀东装备（000856）公司业务主营机械设

备与备件、土建安装、维修工程、电气设备与备
件等。5日获机构净买入924万元。

钧达股份（002865）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汽车塑料内外饰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分为五大类,分别
为仪表板类、保险杠类、门护板类、装配集成及
其他饰件。5日获机构净买入229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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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态度
问：周三沪指大幅低

开，盘中冲高震荡，收盘下
跌，你怎么看？

答：受外围市场影响，
市场低开高走收出假阳
线，盘中题材股受监管影
响，不仅高位创投股出现
大跌，其它连板个股也出
现明显调整，仅知识产权
板块有所活跃。截至收
盘，两市涨停32只，跌停
23只。技术上看，早盘市
场在 5 日均线附近企稳，
并最终连续第三日站稳60
日均线，在外围市场大跌
的背景下走出这样的走势
极为难得；60分钟图显示，
各股指早盘60小时均线失
而复得，但随后对5小时均
线进行争夺中，仅创业板
指收复5小时均线，不过各
股指60分钟MACD指标继
续保持金叉状态，显示短
期仍有继续上攻的可能。
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增加，各期指合
约正溢价水平整体变化不
大。综合来看，尽管市场
赚钱效应降低，但周三市
场最终能强势横盘震荡，
实属不易，而创业板指的
逆市收阳则表明了资金的
态度，这显然值得我们重
视。

资产：周三按计划没
有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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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鹏股份（002374）10万股，
龙宇燃油（603003）5万股，
英力特（000635）4万股，瑞
和股份（002620）9万股，润
达医疗（603108）2.8万股，
城 投 控 股（600649）8 万
股。资金余额2486915.89
元，总净值7494985.89元，
盈利3647.49%。

周四操作计划：宜安
科技、南玻 A、泰禾集团、
丽鹏股份、龙宇燃油、英力
特、瑞和股份、城投控股、
润达医疗持股待涨。

胡佳杰

掘 金 龙 虎 榜

12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再推广一批促进创新的改革举措，更
大激发创新创造活力；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有效保
护产权，有力打击侵权；通过《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条例（草案）》。

由于近期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积
极变化，12月5日盘面上，知识产权概
念股表现活跃，华媒控股、新华文轩、
掌阅科技、中路股份等9股涨停，安妮
股份、数字认证等涨幅居前。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38个部门联
合签署《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
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
备忘录》，根据备忘录要求，6种失信行
为将遭到联合惩戒，相关的严重失信
情况不仅将记入征信系统，惩戒措施
包括限制乘坐飞机火车、不能当公务
员等，严重失信主体还将面临限制设
立金融机构，限制购买不动产及国有
产权交易等共计33项联合惩戒措施。

12月5日，知识产权概念股多数
走 强 ，Wind 知 识 产 权 指 数 上 涨
3.52%，该指数近期已收出四连阳，创
今年8月以来新高。龙头股光一科技
连续4个涨停，昨日获得3631万元主
力资金净流入。光一科技近年来，对
数字版权领域不断加码，通过对中云
文化大数据、天擎华媒、海誉动想等公

司直接或间接的战略投资，进一步夯
实公司版权云的产业基础，版权云正
在成为公司重点发展业务。另外，新
华文轩、中路股份、腾信股份、佳云科
技也都连续收获两个涨停板。

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对
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也日益旺盛。A
股上市公司也积极涉足布局。常山北
明与腾讯战略合作，构建网上调解室，
利用腾讯云区块链技术开展存证服
务；联手打造互联网法院、互联网仲
裁、互联网公证、司法辅助解决方案和
标杆，并在全国复制；安妮股份通过收
购畅元国讯切入版权产业链，业务涉
及版权技术、版权保护、版权交易和版
权增值业务等；美亚柏科知识产权维
权业务正逐渐从事后取证、鉴定向事
前预警、事中监管延伸。

安信证券表示，2018年是知识产
权“强保护”元年。回顾2018年，各类
政策细则不断落地，尤其是《关于专利
等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草
案）》将上诉审理机制升至国家层面，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关于
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
皮书等均提出了我国对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的承诺及成果。未来，我国将继
续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机构改革，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据《证券时报》

资金追捧知识产权概念股

扫货！
北上资金三天狂买175亿
机构称年底吃饭行情渐近

受到美股闪崩拖累，亚太市场集体走低，A股自然也难以
独善其身。不过，在上周末多重利好消息的提振下，市场情绪
基本稳定，并未出现持续性恐慌。创业板指盘中屡次翻红并
试图走出独立行情。这也吸引北上资金继续扫货A股，截至5
日收盘，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11.39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
入12.02亿元，深股通净流出6317万元。

农牧饲渔资金净流入

制图/高翔

口碑饿了么合并后
首个双12玩起砍价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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