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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已经到1月30日，离2019年的农历春节还有5天的时间，春节红包大战的“硝烟”越来越浓。今年各大
互联网巨头也是动作频频，红包活动是一个接着一个，从28日起，百度开启史上金额最大的10亿春节红包活
动；腾讯微视28日宣布推出视频红包的创新玩法，发出5亿元现金红包，为春节的年味加码；支付宝继续坚持

“集五福”，瓜分5亿元；已经退出烧钱大战两年的微信支付，今年依然淡定，只给红包换了个封皮……
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统计，截至1月29日晚，互联网巨头们的红包活动总金额已经超过了35亿元，堪称是

史上最丰厚红包年。

2018年四川出口
增速全国第一
1月 2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工作会议
上获悉，2018年全省商务经济保持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主要指标全面超额完成，商务服务
民生的能力水平不断提升。2019
年，四川力争商务主要指标规模位
居全国前列、增速高于中西部平均
水平。

2018年全年，全省实现货物进
出口5947.9亿元、增长29.2%，再创
历史新高。其中，出口增速位列全
国第一；实际到位外资623.3亿元、
增长1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11.1%，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年初预期2.1、1.1个百分点；服
务业增加值增长9.4%，占全省经济
总量 51.4%，对经济增长贡献达
53.5%，实现“双过半”。

全省进出口持续保持中西部
第1位。进出口、出口和进口总额
首次同时跃升至全国第10位，进出
口、出口比2017年分别跃升1位、2
位，3项增幅分别跃居全国第2、第
1和第5位。

在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2018
年四川省举办了首届中国自贸试
验区协同开放发展论坛，联合全国
11个自贸试验区发布协同开放“七
点倡议”。开展“魅力自贸·开放四
川”链动全球活动，加快产业集聚，
累计新增企业5.3万家、注册资本
7600亿元，外商投资企业628家，
进出口947亿元。

四川省商务厅厅长刘欣表
示，2019年要准确把握当前宏观
经济“三个基本判断”：“稳中向
好”的长期发展态势不可逆转、

“稳中有变”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阶
段性特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
基调不会改变。2019年，四川力
争主要指标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增速高于中西部平均水平——对
外贸易增速高于全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 10%，服务业增
加值增长9%，双向投资在稳定增
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结构优
化、效益提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易弋力

白 杰 品 股

预期不变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探底

回升，收盘微跌，你怎么看？
答：受业绩爆雷以及盘中谣言

的影响，早盘市场一度快速杀跌，
随后在权重股的带领下止跌回升，
盘面上题材股跌幅居前。截至收
盘，两市涨停21只，跌停41只。技
术上看，沪深股指下影线均超1%，
沪指依然最强收盘时仍站在5日、60
日均线之上；60分钟图显示，沪深股
指收盘时守住了5小时、60小时均
线，但60分钟MACD指标仍处于死叉
状态；从形态来看，短期震荡调整
在预期之中，沪指盘中最低也刚好
在黄金分割支撑位2557点上方，只
要周三不再跌破2559点，后市显然
还将刷新年内高点。期指市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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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
减。综合来看，数据显示春节前后
市场大概率走强，因此短期震荡并
不能改变春节红包预期，市场仍将
再度走强。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3.01元卖
出丽鹏股份10万股，以8.13元卖出
英力特4万股，以7.27元卖出石化机
械 6 万 股 。 目 前 持 有 南 玻 A
（000012）22 万 股 ，泰 禾 集 团
（000732）6.5 万 股 ，城 投 控 股
（600649）8万股，风华高科（000636）
5万股，巨人网络（002558）3万股，润
达医疗（603108）10万股。资金余
额 3432599.13 元 ， 总 净 值
7490249.13元，盈利3645.12%。

周三操作计划：南玻A、城投控
股、风华高科、润达医疗、巨人网
络、泰禾集团拟持股待涨，风华高
科拟先买后卖做差价并适当增加
仓位。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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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行业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10个行业

资金净流入，其中家电、酿酒、房地
产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前。
51个行业资金净流出，其电子元
件、通讯行业、电子信息等行业资
金净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4只个股获机构
净买入。

个股提示
罗博特科（300757）公司从事

新能源设备的研发、组装生产、销
售，LED及半导体领域相关生产设
备、制程设备及相关配套自动化设
备,自产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并提供
相关技术服务。29日获机构净买
入6395万元。

康跃科技（300391）公司主营
业务为内燃机增压器的研发、制造
和销售，主要产品按应用领域可以
分为车用内燃机涡轮增压器、非车
用内燃机涡轮增压器。29日获机
构净买入4109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哪些平台

在发在发红包红包？？
百度今年“接棒”淘宝春晚撒红

包，发出10亿元的史上最大红包。
支付宝则继续“集五福”。2019年

“集五福”活动在1月25日正式开
始，新增“花花卡”以及“沾福气卡”，
集齐五福的用户将在除夕晚拼手气
共分5亿元现金红包，金额与去年相
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香港的钱
包AlipayHK加入集福活动，支付
宝也正借集福活动加速移动支付出
海布局。

银联云闪付也于1月初推出了
扫标识领红包活动。用户可使用云
闪 付 App 扫 描 云 闪 付 或 银 联
LOGO，领取最高2019元红包。

今年春节微信方面推出了“企
业微信红包”，企业可定制微信红包
封面，但目前似乎并无“真金白银”
的撒红包活动。

1月22日，腾讯QQ公布2019
新春活动——“福气‘袋’回家”。自
1月28日至2月7日（大年初三），用
户只要打开QQ平台参与活动就有
机会领取到内有现金红包和卡券的

“福袋”。不再鼓励用户低头拼手
速，而是更强调分享和祝福。

除了BAT（百度阿里腾讯）外，
抖音将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春
晚进行深度合作。而新浪微博则推
出“锦鲤红包”，联合明星、博主要掀
起一波红包热浪。

平台春节发红包

为为了啥了啥？？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

磊表示，网络红包除了增加平台粘
性、用户数，巩固地位外，还是巨头
移动支付布局的“利器”。

不管怎么看，这都是一
笔“好买卖”。比如去年有
1.68亿人集齐支付宝的五福
红包，拼手气分享了2亿元
红包，用户参透率达46.1%，
可以说效果非常好，但仔细
算下来，参与用户人均才获
得1.2元，相对来说，平台开
销并不算大。

还有一些用户，因为抢到红包
金额较小，懒得提现。所以平台名
义上动辄几亿元的“撒币”，实际付
出或并没有这么多。

另外，一些平台称“撒币”几亿
元，其实很多是和品牌商家合作的，
很多以优惠或卡券的方式回馈。换
句话说，用户只有消费了，才有机会
获得优惠。比如微信推出的线下互
动，QQ推出的40亿卡券等。

还有一个环节很重要，即提现
环节。记者注意到，部分发放红包
的平台在提现环节上设置了一些门
槛或提现时间。如苏宁易购规定2
月23号以后才能提现；今日头条要
求2月28日前提现，逾期作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易弋力

综合北京晚报、中国日报、宗欣

春节红包大战
硝烟再起

互联网巨头狂发超35亿

百度为金融开路
在分析人士看来，百度“接棒”淘

宝，拿下春晚红包互动权，攻势明显，
意在为度小满金融导流；值得关注的
一点是，度小满钱包（原百度钱包）为
此次红包活动唯一提现通道。

百度选在度小满金融独立的第
一个春节发力红包大战，意在抢占用
户，为度小满金融导流。2018年4月
28日，百度旗下金融服务事业群组宣
布正式完成拆分融资协议签署，并启
用新品牌“度小满金融”。

不过，在市场看来，百度虽自身

有流量优势，但用户金融属性差，此
外，度小满金融在牌照方面与蚂蚁金
服和腾讯相比并不占优势，在业务层
面也缺乏拳头产品，亟须开拓市场，
增强用户黏性。在此背景下，带有流
量与金融属性的红包营销成为百度
的首选。

阿里的“生态”补位战
集五福活动在以往给支付宝带

来了巨大的用户流量，今年仍延续该
活动。支付宝正试图将集五福打造
成春节营销的常规活动。据支付宝
透露，连续三年都在集五福的用户达

到1亿，去年春节集五福的中老年用
户为7000万。

为了集齐五福，不少用户在支付
宝上加好友，求赠福。分析人士指
出，支付宝想做社交，属于司马昭之
心，集五福就是一个很好的场景，可
以将支付宝的客户由一个个点变成
互相交叉的面，最终改变客户的习
惯，实现由支付向社交的转移。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支付宝今
年推出花花卡以及沾福气卡，从两张
福卡的设置来看，拥有花花卡，有机
会抽取“全年帮你还花呗”的奖项，拥
有沾福气卡，有机会从支付宝好友复
制出新卡。对此，分析人士认为，该
举措意在推广花呗以及到店付款，还
可以加强支付宝好友互动。

易观分析师王蓬博表示，支付宝
的做法仍然是想把用户往线下引
导。支付宝之所以想做社交是因为
支付宝的App存在打开频率低的问
题，支付宝一直很害怕在线下支付场
景中被微信的高频打开所甩掉。

腾讯的“社交变现”战
近两年，腾讯一直在谋局B端业

务，这份心思也体现在春节红包中。
借助社交平台，微信红包已经成

为用户自发行为。今年，微信方面的
红包举措比较低调。今年，微信推出

“春节专属红包封面”，不过，从使用
规则来看，个人用户无法定制微信红
包封面，只能领取和使用企业或境外
定制的红包封面。企业微信的用户
或者是企业可以在企业微信里面申
请红包封皮。

一位支付机构人士指出，微信通
过红包后来者居上，实现绑卡用户的
大量增长后，通过大量的资金补贴使
客户形成了习惯，成功地由社交场景
向金融场景进行拓展，且腾讯金融牌
照较全，是BAT中目前转型最成功
的，也是支付宝的心腹大患。

王蓬博表示，红包还是用户运营
的一个手段，各家根据不同需求，设
置不同的规则。腾讯的金融业务在
今年有很强的变现需求，不过，在B端
布局上和蚂蚁金服相比，还是差了一
个身位。从微信今年的红包举措来
看，是想要撬动更多B端用户。

上述支付机构人士进一步表示，
腾讯的优势在个人用户方面，B端商
户对腾讯的需求在流量的导入，腾讯
并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场景让B端商
户对腾讯形成依赖。

据北京商报

BAT红包大战
背后的攻守道

百度“接棒”淘宝，拿下春晚红包互动权，攻势明显，意
在为度小满金融导流；支付宝延续集五福的活动，从规则设
置上，新增“花花卡”以及“沾福气卡”，意在补位社交短板，
导流线下支付和花呗；而腾讯谋局B端业务的心思也体现在
春节红包中，推出了企业定制红包封面。在分析人士看来，
热闹的红包营销背后，BAT各有自己的小心思，实则是用户
之争、生态之争以及金融变现之争。

制图 杨仕成

随着年报业绩披露逐步进入高峰期，相
关业绩“爆雷”股也开始露出水面，部分上市
公司的业绩，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周二盘中集体上演“爆雷”股，28日发
布业绩下调公告的南宁糖业、科陆电子等
多股跌停。29日，又一只大白马业绩爆雷
了，这一次是保险巨头中国人寿。

据不完全统计，29 日收盘后，已有高
升控股、华录百纳、盛运环保、奥马电器、中
国人寿、ST中南、银河电子、人福医药等十
余家上市公司下修业绩或者预亏、预减。

白马股也遇业绩爆雷

1月28日中午，海陆重工发布公告
称，公司子公司江南集成无法完成业绩
承诺，商誉减值计提7.5 亿元至 8.5 亿
元，预计公司全年净利润亏损近2亿；此
前公司预计全年净利润为1.46亿元至
1.94亿元。

消息发布后，海陆重工从涨停板上
跌落，回收日内涨幅，周二直接一字跌停
惨淡收场。

1月28日，受到向下修正业绩预告
的消息影响，ST冠福和盾安环境双双呈

现出跌停走势。29日，盾安环境依然是
一字跌停，而 ST 冠福则呈现涨停走
势。与此同时，奥维通信、科陆电子等公
告了2018年业绩“爆雷”的消息后，二级
市场股价也都纷纷出现跌停。

按照规则，上市公司一般需要在1
月底之前完成2018年度业绩预告的发
布，目前来看，可能有大量公司在此期间
集体“爆雷”。

1月29日，中国人寿发布2018年业
绩预告称，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7 年度减少约
161.26亿元到225.77亿元，同比减少约
50%到70%。

对于业绩减少的原因，中国人寿在
公告中解释称，主要原因是受权益市场
整体震荡下行影响，公开市场权益类投
资收益同比大幅减少。

万联证券喻刚认为，中国人寿净利
润下降，主要是受资本市场波动与资产
减值计提增加影响。从中国人寿两大主
力产品三季度的持股情况来看，在2018
年四季度均受到市场低迷影响，股价纷
纷下跌。

“雷”股三大共性

截至29日，共有1843家发布了年
报预告，116家发布了业绩快报，共有28
家公司出现了业绩变脸的情况。除了亚
夏汽车因重大资产重组出现业绩预增之
外，其余27家公司均出现业绩下滑或者
亏损的情况。

上市不足5个月的郑州银行就是业
绩变脸的案例之一。在去年10月 22
日，公司对2018年净利润的预测为42.8
亿 元 至 4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在
0％-10％之间，但是在27日晚间称，公
司业绩预计下滑27％-32％。

受此影响，郑州银行29日最低触及
4.77元，报收于4.82元，距离“破发”越
来越近。

除了业绩变脸，在这批公布业绩的
1959家上市公司中，业绩亏损或者下滑
的还有538家。其中，商誉减值、主营业
务收入下滑以及坏账，三大原因成为了
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这些公司中，共有111家提到了商
誉减值的问题。据统计，两市A股的商誉

合计达到1.45万亿，商誉减值的隐患开始
浮现。上文提到的海陆重工就是典型，其
子公司存在商誉减值迹象，计提金额约
7.5亿元-8.5亿元。而商誉减值造成跌停
的不只是海陆重工一家。盾安环境、科陆
电子等均成为了商誉减值的受害者。

当然，除了商誉减值这只黑天鹅外，
主营业务不兴也难逃干系。福田汽车是
年报预告亏损额第二的上市公司，预计
亏损32亿元。其中它的宝沃业务广告
促销费增长，销量下滑，业绩大幅增亏，
大客车订单签订时间晚于预期影响了去
年的利润，再加上汽车整体市场的低迷，
使它出现了首亏的情况。

另外，预计亏损超六成市值（13.1
亿-13.95亿元）的南宁糖业、“以肉偿
债”的雏鹰农牧都是主业低迷致使公司
亏损的代表。

第三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老生常谈
的坏账问题，以富临精工为例，预告亏损
22.84-22.89 亿元。其中升华科技的
13.21亿元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总额，拟
让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约9.1亿元。

综合新华社、证券时报

业绩“爆雷”接连引爆 警惕三类“雷”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