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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创客

白 杰 品 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英）1月
13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发布
数据显示，2021年12月份，四川居民消
费价格(CPI)同比上涨1.0%，涨幅较上
月缩小1.0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1.2%，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跌
3.9%，非食品价格上涨2.3%；消费品
价格上涨0.6%，服务价格上涨1.7%。

从同比看，2021年12月份，食品
烟酒类价格同比下跌1.9%，影响CPI
下跌约0.59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
价格下跌36.3%，影响CPI下跌约1.08
个百分点；其他畜肉及副产品价格下
跌 24.7% ，食 用 动 物 油 价 格 下 跌

43.7%；鲜菜价格上涨6.9%，鲜果价格
上涨5.4%，白酒价格上涨7.4%，淡水
鱼价格上涨 13.8%，粮食价格上涨
3.4%，蛋类价格上涨5.5%。

其他七大类均呈不同程度的上涨
态势。按照涨幅排序分别为：交通和
通信上涨4.9%、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
3.3%、医疗保健上涨2.2%、居住上涨
1.4%、衣着上涨1.3%、生活用品及服
务上涨 1.1%、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
0.3%。

从环比看，2021年12月份四川居
民消费价格下跌0.4%，较上月低1.2个
百分点。其中，城市、农村均下跌

0.4%；食品价格下跌1.5%，非食品价
格下跌0.1%；消费品价格下跌0.6%，
服务价格环比持平。

其中，部分食品价格有不同程度
的下跌：鲜菜价格下跌10.3%，猪肉价
格下跌2.0%，淡水鱼价格下跌2.0%。
鲜果和粮食价格则有小幅上涨。

工业数据方面，2021年12月份，
四川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上涨8.4%，涨幅比上月缩小1.1
个百分点；环比持平，相比上月由涨
转平，低0.5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指数（IPI）同比上涨11.9%，
涨幅比上月缩小2.2百分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马梦飞

1月6日，由中国贸促会和成都市
人民政府指导，中国贸促会（中国国
际商会）培训中心和成都市贸促会
（成都市博览局）共同主办的 2022 成
都·RCEP 区域经贸合作圆桌会在成
都举办。

场内讨论气氛热烈，场外展品
引人注目。记者看到会场外摆放了
不少展品，其中一组 LED 像素创意
产品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摆弄，
背包、水杯、帽子这些常见的物品
上都装了一块特殊 LED 屏，可以显
示不同的动画和文字。这就是由凯
睿隆誉（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的
产品。

1 月 11 日上午，记者见到了该公
司创始人袁庭龙，这是一位来自安徽
的“蓉漂”创业者。“乘 RCEP 东风，我
们将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以像素艺
术构建全球文化交流的桥梁。”他说。

多次跨界
75后创客的创业之路

袁庭龙身上的标签有很多——连
续创业者、创业老兵、跨界创客、蓉漂
创客，这些都来源于他工作以来的一
系列经历。

1979年出生的袁庭龙来自安徽
合肥，2001年大学毕业，专业是市场
营销。毕业后的袁庭龙独自前往深
圳打拼，在一家消费电子公司做市场
营销，而这刚好是一家成都的公司，
彼时的袁庭龙第一次对成都有了具
体印象，这也为他之后的“蓉漂”埋下
伏笔。

就这样，袁庭龙一干就是6年。时
间来到2008年，年轻的袁庭龙有一股
闯劲，希望能做出一番事业，于是离开
从业多年的“舒适圈”，毅然创业，扎进
了游戏外设领域——一个对他而言全
新的行业。

“当时全球的大环境下，游戏产业
非常庞大，因此游戏配件的市场份额
也很高，所以就想着在这个赛道闯一

闯。”袁庭龙说，这家公司现在还在运
营，并且做得比较成功，一年能有1.5
亿元的营业额。

又过了7年，2015年，袁庭龙入
川，开启了他的第二次创业之路，这一
次，袁庭龙又跨界了。经过两年的准
备，2017年凯睿隆誉成立。

“当时在深圳做消费电子的时
候，机缘巧合认识了中国铁塔四川
省分公司，于是就有了在成都成立一
家软件公司的想法。”袁庭龙介绍，主
要是面向铁塔集团，针对桥梁、道
路、高层建筑等做监测系统集成和
软件开发。

正当软件公司走上正轨时，“爱折
腾”的袁庭龙又将公司转型，并且又
是一个新的领域。2020年，凯睿隆誉
从软件方案公司转型为LED像素创
意产品方案公司。这一次，袁庭龙目
光长远，欲深耕LED像素领域，做出一
番成绩。

深耕细作
构建LED像素艺术创意社区

事实上，在2022成都·RCEP区域
经贸合作圆桌会会场展示的产品，只
是凯睿隆誉研发项目的一部分。

“公司转型后，我们同时在产业上
下游发力，一方面研发LED相关芯片，
一方面为各个垂直行业的公司设计开
发各种形态和规格的LED点阵屏。”袁
庭龙介绍，只要跨界思维足够敏锐，我
们的LED屏可以出现在各种产品上。

“基于这样的特性，我们公司的重点项
目是SPOTLED像素艺术作品APP和
互动生态社区。”

“SPOTLED 是 一 款 基 于 我 们
LED 硬件产品打造的应用，我们认
为在市场方面会有大发展，这也是
实现公司愿景的载体。”袁庭龙说，
从行业客户角度看，SPOTLED会有
非常多的创意设计，能够极大满足
客户产品的创意性要求。从用户角
度看能够获得非常多元有趣的像素
创意品，并且能够在应用端自己手
绘、分享像素作品，参与像素社区活
动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司产品上
线才短短一年多，但截至 2021 年，
SPOTLED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 20
万，并且以15%的周增幅稳定增长。
在穿戴、礼品、车载等行业建立了稳
定的客户关系和品牌产品，年营业额
过亿。

这样的成绩也是袁庭龙没有预料
到的，而这也让他更坚定了深耕这一
领域的想法。“我们希望构建面向全球
的LED像素艺术创意分享社区。”袁庭
龙介绍，SPOTLED的2.0版本将在春
节前上线，未来还将引入数字版权保
护机制。

“胜利更偏爱有准备的人。”这是
袁庭龙的微信个性签名。事实上，纵
观他的创业之路，不难发现虽然屡次
跨界，但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并始
终坚持，这也是他认为创业所需的条
件之一。

“蓉漂”袁庭龙和他的3次跨界

以像素艺术构建全球文化交流桥梁

◀来自安徽的成都创
客袁庭龙。

▲2022 成都·RCEP
区域经贸合作圆桌会
呈现的展品。

跨春节行情仍可期

问：周四沪指高开，盘中震荡走
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四集体收跌，受白酒股
大跌影响，盘面情绪低迷，预制菜板块
继续表现，北上资金净卖出约 6 亿
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58只，跌停6
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失守5日均
线，两市合计成交10935亿元环比增
加；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失守5小
时均线，仅创业板指60分钟MACD指
标仍保持金叉状态；从形态来看，笔者
上周末曾表达过市场四日内止跌企稳
的预判，虽然沪深股指周四再度刷新
近期收盘新低，且周三的缺口也出现
了回补，甚至盘中拉锯震荡的幅度也
变大，但补缺的意义在于让后市不留
遗憾，幅度越大也有利于后市春节红
包行情更大。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
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
水平整体继续缩减。综合来看，阴阳
相间行情在近期出现，只要周五创业
板指守住3050点，则跨春节行情将就
此展开。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4元均价买
入新文化60万股。目前持有泽达易
盛（688555）8 万 股 ，华 创 阳 安
（600155）80万股，徐工机械（000425）
70万股，鲁银投资（600784）40万股，
复旦复华（600624）33 万股，新文化
（300336）60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6654587.48 元，总净值 28457987.48
元，盈利14128.99%。

周五操作计划：新文化、徐工机
械、华创阳安、鲁银投资、复旦复华、泽
达易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2021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
再创新高

1月13日，2021年我国吸收外资
“成绩单”出炉。商务部当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1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11493.6亿元，同比增长14.9%，引
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不仅总量高，而且成色足。据商
务部数据，我国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引资增长较快。2021年，高技术产业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7.1%，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7%，高技术服
务业增长19.2%。服务业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9064.9亿元，同比增长16.7%。

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东盟投资增长较快，实际投资同
比分别增长29.4%和29%，高于全国
引资增速。

此外，东中西部引资全面增长，同
比分别增长14.6%、20.5%和14.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
2022年商务部将从进一步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开放平台建
设、进一步加强外资企业和项目服务
保障、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方
面入手，推动稳总量、优结构、提质量，
更加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我们将继续
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使中国长期成为外商投资的
热土。”束珏婷说。 据新华社

去年12月 四川CPI同比涨1.0%
相比前一月，鲜菜、猪肉、淡水鱼都降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