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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第二

壹桥股份
1月以来累计涨幅

36.05%

早报讯（记者 江南）昨日，四
川苏宁发布《2018年空调行业白皮
书》，白皮书通过大数据，在总结
2017年空调行业特点的基础上，对
2018年空调市场做出预测。苏宁
表示，2018年将推出一系列扶持创
新举措，全力助推行业升级。

据预测，受工厂出货量、渠道
库存以及短期内天气和房地产等
因素影响，空调市场在2018年将

进入调整期，但长期而言，我国空
调市场的基础需求并没有被削
弱，仍然具备较大增长空间。

四川苏宁空调采销总监林
举保介绍，2017年四川苏宁销售
总量46万套，零售额总规模17
亿元，线下数量同比增长21.5%，
金额同比增长28.3%，预计2018
年四川空调市场规模将达到130
亿元，四川苏宁2018年计划销

售规模20亿元。
四川苏宁总经理杨万波表

示，在全行业涨价的趋势下，苏
宁将在1月 19日启动空调开年
大促，且已提前制定了覆盖售
前、售中、售后的“高效服务”计
划，在空调的送货安装及售后服
务方面，苏宁将主推送装一体化
服务，空调主城区当日送装到
位，郊县货到24小时安装到位。

区块链股再掀涨停潮 12家公司“撇清”
分析师表示，有真实场景支撑的公司，建议保持积极关注

■ 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近期，A股市场连续
收阳提振市场信心。昨
日，新年持续火爆的区块
链概念股再掀涨停潮，带
动科技类题材股集体走
强，三大股指呈现普涨格
局。截至收盘，上证综指
报 3425.34 点 ，上 涨
0.10% ；深 证 成 指 报
11464.20 点 ，上 涨
0.24%。沪指更是收获
日线十连阳，而上一次的
十连阳要追溯到2015年
的牛市火爆行情中。

昨日，尽管前期热门的水泥
建材、钢铁、石油和煤炭等周期
股，受获利回吐影响全线走低，
沪指盘中一度跌近0.50%，但随
着午后区块链等科技股题材持
续走高，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盘
中涨近1%，沪深股指也先后翻
红，沪指因此获得十连阳。

Wind数据显示，剔除1990年
—1992年的旧数据，A股历史上最
大连涨纪录，发生在2015年3月24
日，上证综指当时实现了十连阳行
情，此后一个月内上涨19.71%，然
后加速奔向5178点大顶。

盘面上，区块链概念股持续
火爆，并再次掀起涨停潮，“区块
链第一股”易见股份“四连板”，
金证股份、远光软件、爱康科技、
信雅达等多股涨停。业内人士
表示，区块链概念股近期表现抢
眼，或受境外市场区块链概念股
持续大热影响。

数据显示，迅雷股价自去年
10月中旬起，最高累计上涨近5
倍。股价暴涨的背后，被认为是

“玩客币”带动的。而沉寂已久
的中概股人人公司在1月2日和
1 月 3 日连续二天累计暴涨了
76.3%。1月2日，人人公司发布
了RRCoin白皮书，宣布要涉猎
区块链。据白皮书中显示，人人
公司将为社交网络提供一个开
源的区块链平台——人人坊，并
会成立RRCoin基金会。

此外，疯狂上涨还有在美上市
的中概股中网载线，股价在1月4
日飙升698.29%，创将近7年来新
高。原因就是其宣布与区块链生
态构建者——无锡井通科技合作，
开拓区块链产业及相关技术。而
第九城市在1月5日盘中涨幅最高
一度达90%。据悉，公司正在通过
换股融资等策略重建虚拟社区，并
发展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业务。

所谓区块链，就是
以去中心化和去信任
化的方式，通过分布式
数据存储、点对点传
输、共识机制、加密算
法等计算机技术，来集
体维护一个可靠数据
库的技术方案。通俗
来说，区块链可以理解
为一种全民记账的一
种技术，或者说可以理
解为是一种分布式记
账技术。

■名词解释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为了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兴业
银行成都分行突出政治站位，多措并举大力支持实体企业，交出
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兴业银行成都分行
多措并举服务实体经济

苏宁发布 2018 年空调行业白皮书

早报讯（记者 王聪）近日，
广汽丰田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在
全国正式到店上市。全新第八
代凯美瑞以不同以往的炫酷造
型、驾驶乐趣和安全性能深受消
费者青睐，在发布后短短一个多
月，订单量已经接近3万台。

作为 TNGA 中国首款战略
轿车，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搭载

2.5L、2.5L HEV、2.0L 三大动力
总成，以凯美瑞、凯美瑞运动
及凯美瑞双擎三大产品系列，
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层次消
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全系列产
品市场建议指导价为 17.98 万
—27.98万元。同时，广汽丰田
为其双擎车型推出“电池无忧
计划”，在混合动力电池“8 年

或 20 万公里”质保基础上，再
免费提供“不限年限、不限里
程”电池延保。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采用豪
华、运动双造型设计，引入丰田
全新开发的2.5L直列四缸发动
机、麦弗逊式独立前悬挂、双叉
臂式独立后悬挂，以及最新的丰
田规避碰撞辅助套装。

第八代凯美瑞到店上市 累计订单近 3万

早报讯 近日，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四
维绘测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平安产险将
凭借自身在航天保险领域丰富

的承保经验与专业知识，为中
国四维提供优质和优惠的保险
服务。

此外，双方在未来还将在地
理信息数据共享、地图位置共

享、农业保险遥感卫星大数据、
遥感卫星数据服务、“智慧城市”
项目等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并不
断推动平安集团“智慧城市”云
平台的持续发展。 （沈婷婷）

平安产险与中国四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7年，兴业银行成都分行
紧密围绕“一带一路”等国家经
济外交战略，结合自身业务特
点、客户结构，大力支持“走出
去”企业。该行通过量身订做的
金融服务方案，专业的职业素养
及热情的工作态度为装备设备
出口、农产品出口等走出去企
业，提供全流程的贸易融资。同

时，该行适时创新产品，引入套
期保值机制，利用期货及衍生工
具，帮助企业规避生产经营全过
程价格波动风险。此外，还积极
搭建同业合作平台，加大与境内
外同业的合作力度，满足客户多
样化融资需求。截至2017年 11
月末，该行支持“一带一路”贷款
超过60亿元。

为了给“创新”企业提供更好
的金融支持，兴业银行成都分行也
做了诸多努力。在管理机制方面，
该行设置专岗负责科创中小微企
业的政策宣导、审查审批工作，逐
步向专业化、模式化转变。在产品
支持方面，该行以产品为驱动，紧
贴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以“债”
带“投”，以“投”促“贷”，通过“债
权”与“股权”相结合，进一步扩大

对初创期和成长早、中期科创企
业的服务能力，同时辅以便利优
惠的小微企业专属结算支付和现
金管理方案，通过“公私”联动，全
面构筑“科创金融”产品体系和服
务模式。该行还积极拓展存货质
押、银保合作、专利权质押、股权
质押、订单贷等多种方式担保模
式，弥补科创企业第二还款来源
较弱的缺点。 （冷宏伟）

支持创业创新

助力“一带一路”

国 金 证 券 分 析 师 认
为，区块链技术尚处于初
期萌芽阶段，暂没有较为
明确的盈利模式出现。对
于单纯以数字货币投机炒
作为基础的区块链布局公
司，建议谨慎对待。对于
有真实场景支撑，其区块
链技术布局能直接利好原
有业务发展的公司，建议
保持积极关注。

国泰君安证券通信团
队也指出，区块链经济的核
心不在技术，而在于商业逻
辑的重构。目前国内也有

很多公司开始探索和布局
区块链，2018年将是区块链
步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会有
很 多 精 彩 纷 呈 的 项 目 落
地。有别于其他创新，区块
链作为底层协议，需要一个
学习期，上市公司短期也难
从中获得盈利改善。

不过对于区块链概念
板块的后市走势，申万宏源
证券的态度稍显积极，其指
出虽然目前关于区块链的
政策尚不明确，但种种迹象
表明该技术的市场化正在
发展。

澄清
多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澄清公告
就在行情暴涨之际，高伟

达、四方精创等12家A股上市公
司发布澄清公告，回应参与区块
链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高伟
达提醒注意投资风险；四方精创
称，区块链合作项目对公司业绩
的贡献非常小。

高伟达在 1月 10日晚间发
布的公告中表示，区块链技术是
未来全球金融科技领域重要的
技术方向，公司自2016年以来一
直积极重视关于区块链技术的
前沿探索和研发应用，致力于将
区块链技术应用到现有金融科
技领域，并为此专门组织了研发

力量，从事相应的研究，积累了
相应的人才储备和技术储备。
不过，高伟达也表示，截至目前，
公司在2017年的业务收入中并
未有关于区块链技术的研发成
果而直接产生的业务收入，提醒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方精创同样发布澄清公
告表示，公司近期涨幅波动较大，
并指出区块链技术在金融行业的
应用存在技术和法律的风险，虽
然首个合作项目开发成功并实施
且收入为27万多元港币，但对公
司业绩的贡献非常小，对未来公
司业绩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盘面
沪指日K线十连阳

区块链技术尚处初期萌芽阶段

●观点

区块链指数已累计上涨

11.86%（截至1月10日）

在所有概念板块中

涨幅居首

16只个股
累计涨幅在

10%以上

其中6只个股涨幅在

20%以上

涨幅第一

易见股份
1月以来累计涨幅

4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