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前被市场热炒
的锂电池板块近期开
始“降温”，多只领涨
个股的股价纷纷调整
下行。不过，记者注意
到，随着锂电池板块
潮落，石墨烯概念却
异军突起，成为当下
市场关注的焦点。

那么，作为新材
料领域的领军概念之
一，石墨烯概念究竟
靠谱不？相关个股能
否重演之前锂电池行
业的火热行情呢？

澳洲品牌 厂家直供 周五起特卖三天

399元 买两个乳胶枕
1780元 买乳胶床垫再送枕头
市民可拨打买够网热线028-86626666提前预订爆款乳胶寝具

■时间：2016年7月29日～31日
（本周五至周日）10：00～17：00
■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街
1 号亚太大厦4 楼买够网特卖场
（大慈寺斜对面，原锦江区政府大
院背后）

■公交：3、4、6、8、20、37、49、58、
81、98、152、154路均可抵达附近
■地铁：2号线春熙路站下，往红星
路二段方向步行可到；4号线市二医
院站下，往书院西街方向步行可到。
■咨询预订热线：028-86626666

澳洲品牌乳胶寝具特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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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城里人待得最多的
地方——城市房间里的负氧离子浓
度是每立方厘米 100 个左右，楼宇
办公室里的浓度甚至低至每立方厘
米40个~50个。而世卫组织划定的
标准，清新空气的负氧离子含量为
每立方厘米空气中不低于1000个~
1500个。

其实，想要随时在家畅快呼吸
清新空气说难也不难，现在，有一款
高品质寝具就能帮你实现。它就是
澳莱特斯托玛琳乳胶床垫、枕头。

“澳莱特斯托玛琳乳胶床垫、枕
头，名字有点长，不过却点出了这款
寝具的独特之处。”买够网资深产品
经理“高三环”介绍，天然矿物质托玛
琳，又叫碧玺，主要成分包括镁、铝、

铁等微量元素。它最早发现于斯里兰
卡，当时被视为与钻石、红宝石一样
珍贵的宝石。后来，人们注意到这种
宝石在受热时会带上电荷，这种现象
称为热释电效应，故得名电气石。随
着科技的发展，目前托玛琳已经被广
泛运用到无线电以及家居用品等行
业。而澳莱特斯托玛琳乳胶床垫、枕
头就利用了托玛琳的优势。

日前，供货商带了部分样品到
买够网办公室，经过专业仪器的现
场检查，乳胶床垫散发出的负氧离
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超过了1000个。
而在本周五至周日的特卖会上，供
货商也会现场演示检测负氧离子，
让市民亲自体验澳莱特斯托玛琳乳
胶枕头和床垫带来的清新空气。

能散发负氧离子的乳胶寝具
周末等你来体验

1、是原装进口的吗？
澳莱特斯托玛琳乳胶寝具是澳洲品牌，乳胶原液从泰国进口，由杭

州瑞韵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该公司已有10年生产乳胶寝具经验。
2、是百分百乳胶寝具吗？
澳莱特斯托玛琳乳胶寝具的乳胶含量为90%，另外10%是对人体有益

的天然矿物质托玛琳，也叫碧玺，能散发丰富的负氧离子，让空气更清新。
3、会不会有味道？
新开包装会闻到淡淡的天然乳香味道，时间久了会慢慢变淡。

睡不好的人群中有你吗？其实，睡眠质量的好坏除了受生理和心理因
素影响，还与人体密切接触的枕头、床垫等寝具用品息息相关，舒适、健康
的寝具可以帮助减轻人们白天工作所产生的身体疲劳。

这个周末，全国领先的生活类媒体电商平台成都商报买够网，将携手
一家实力品牌供货商举行健康生活特卖会，给市民带来多款澳莱特斯托玛
琳乳胶床垫、枕头等产品。由于是新品亮相，厂家特别给出了相当给力的特
卖价，每日更有100套爆款乳胶床垫特卖价低至1780元，特推的男女乳胶
枕头组合低至399元。感兴趣的朋友可提前致电028-86626666预订！

“你们去年秋天卖的乳胶枕非
常不错，我当时买了两个，这次我还
想买两个。”“澳莱特斯托玛琳乳胶
床垫真的能够散发负氧离子吗？我
很感兴趣，想来看看。”从上周五开
始，成都商报连续刊登了买够网将
举行澳洲品牌乳胶寝具特卖会的消
息，连日来，不断有心急的市民来到
买够网办公室打探活动细节。

负责特卖会的资深产品经理
“高三环”表示，近年来，质地天然、
原料环保的乳胶寝具受到人们青
睐，买够网从去年开始陆续为大家
带来了多款高品质的乳胶枕头，并
开通了扫码下单和电话订购。这两

种购买方式虽然方便，但是对于第
一次购买乳胶寝具的市民来说，还
是喜欢眼见为实，看到寝具品质再
下单。因此，应市民的要求，买够网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选定了一家新
供货商为大家打造一场规模更大的
乳胶寝具特卖会。

“前两次乳胶寝具特卖会上，都是
以乳胶枕头为主打，这一次我们满足
更多市民的需求，带来了非常有特色
的七区设计托玛琳乳胶床垫。”“高三
环”说，市民可于本周五至周日到特卖
会现场体验更符合人体曲线的七区
设计托玛琳乳胶床垫以及男女高低
乳胶枕带来的不一样的睡眠体验。

心急市民
提前来买够网打探活动细节

澳莱特斯托玛琳乳胶床垫、枕
头是买够网产品团队经过长时间考
察谈下的新品，在本周的特卖会上，
所有的产品都由澳莱特斯厂家直接
供货，不仅品质有保障，款式也非常
多。所售出的产品在不影响二次销
售、非人为因素损坏的前提下，均按
规定享受国家三包政策。

作为这次特卖会的主打产品，
澳莱特斯托玛琳乳胶床垫这几天的
问询度非常高，根据床垫厚度不同、

宽度不同，特卖价从2780元到4980
元不等。由于是新品亮相，买够网携
手供货商还给出了超值套餐，特卖
会期间，每日现场提供100张澳莱特
斯托玛琳乳胶床垫进行超低价特
卖，仅限两种规格，1.8米×2米×5
厘米和1.5米×2米×5厘米，每张床
垫将在原来的特卖价基础上再降
1000元，相当于特卖低至1780元！此
外，还赠送2两个乳胶枕头，真是买
到就是赚到！ （余兰）

价格亲民
每日特推100套爆款乳胶床垫

5cm厚床垫：
1.8米×2米 买够价2980元
1.5米×2米 买够价2780元

10cm厚床垫：
1.8米×2米 买够价3980元
1.5米×2米 买够价3780元

15cm厚床垫：
1.8米×2米 买够价4980元
1.5米×2米 买够价4780元
（赠品：买床垫即送2个乳胶枕） 乳胶枕头组合：

男款1个+女款 1个
买够价399元

爆款超值特卖，直降
1000元，每日仅限100个！

1.8 宽×2 米长×5
厘米厚，特价 1980元；
1.5 米宽×2长×5厘米
厚，特价1780元，每套赠
送2个乳胶枕头。

热点答疑

特卖产品
提前看

托玛琳乳胶床垫

用仪器测试乳胶床垫的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含1014个负氧离子

乳胶枕头

贷款找个贷中心
利息低至3厘

近日，个贷中心积极响应政策，
为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者提供贷款支持。急需贷款的个人
和小微企业拨打 028-86748844 或
者去个贷中心（体育场路2号，近天
府广场旁）申请银行贷款都有机会
享受无抵押、额度高、放款快，银行
利息低至 3 厘的贷款产品，最高额
度可达3000万元。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 60 余家商
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贷
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
车、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
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银
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就可放款。

个贷中心推出了包括信用、保
证担保、动产抵押贷款、不动产抵
押、车贷等组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
款品种。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
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何利息。一
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要周转
资金，也可以拨打028-86748844申
请汽车抵押贷款。只要资料审核完
毕，最快两小时就能申请到贷款，月
息低至8厘。此外，个贷中心还打通
各家银行通道，推出贷款新渠道：按
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GPS
的车都可以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前不久，市民张先生急需要资
金周转，奔驰车被相关机构查封，不
到半小时，他通过个贷中心向银行
申请到35万元的应急贷款。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100万

目前，个贷中心针对无抵押，有
工作或者社保、公积金的人群主打
无抵押轻松贷。

可以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办
理工薪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以
用单位购买的社保或公积金做一个放
大贷；还可以用购买的商业保险，将年
缴保费放大最高60倍来办理应急贷
款。总之，只要你想贷款，没有抵押也
可轻松贷到100万。温馨提醒：只要
你打通个贷中心电话028-86748844，
就能拿到超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目前A股市场上研发石墨烯基锂电池的公司
并非只有东旭光电一家。3月1日，佛塑科技
（000973）曾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与中国科学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所共同成立石墨烯动力锂离子电池
研发中心。值得一提的是，业内普遍认为目前石
墨烯材料的成本过高并且技术方面也不完善，
若要实现工业化应用尚存在一定的困难。那么，
此次石墨烯板块的集体躁动，是否说明在石墨
烯工业化应用方面出现了某些新的进展？

一位行业分析师表示，数年前，石墨烯的价格
曾高达每克5000元，近年来，有一些企业宣称实现
了量产，石墨烯价格下降到每克3~5元，即使按照
每克3元来计算，一吨石墨烯也将达到300万元的
高价，因此使用按克计价的石墨烯材料尚不现实。

此外，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石墨专业委
员会副秘书长刘荣华告诉记者，目前石墨烯基
锂电池实际上就是一个充电宝，相当于移动电
源，并没有取得革命性突破。在应用方面，根据
其调研，目前主要用于正极材料的导电胶料。由
于磷酸铁锂电池的导电性能比较差，因此有部
分企业将石墨烯用在磷酸铁锂电池中，可以使
磷酸铁锂电池的续航能力提高5%~8%。对于石
墨烯材料的应用前景，刘荣华表示，长期来看
其用在锂电池的负极材料方面或许更有前途。
石墨烯与硅一起作为电池负极使用，能量密度
可以达到石墨的10倍。 《每日经济新闻》

近一年来，在经历市场剧烈
波动的煎熬后，投资者心态更加
变化莫测。比如指数上周的持续
调整，让投资者对后续走势产生
明显分歧，“3000点保卫战”呼声
再起。但就在昨日，当沪指再次上
涨34.34点，又点燃了一些投资者
对 沪 指 再 次 冲 击 7 月 13 日 高 点

（3069.05点）的期待。那么，这一次
市场能否二次冲关成功？

在市场产生巨大分歧之时，昨
天多头秀了下“肌肉”。在达哥看
来，昨日市场步步高升，除黄金
等热门板块带动人气外，也和银
行股“低调”护盘有关。推动银行
板块上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江
苏银行发行价较高的估值。根据
深交所最新消息，江阴银行将在
8月3日申购，已拿到发行批文的

贵阳银行或也将在近期启动招
股程序，这两只银行新股的定价
也将从一定程度上影响资金对
银行股的态度。

另外，在达哥看来，A股二次冲
关能否成功，除关注银行股能否持
续发力外，成交额也是个关键指
标。7月13日沪指触及3069.05点时，
沪市成交2794亿元，而昨日沪市成
交仅1855亿元。达哥之前曾多次强
调，想要展开突破行情，成交必须

放大。从昨日成交看，多头还是“不
厚道”，故我个人不建议各位增仓，
继续跟随即可。 （张道达）

根据国家有
关部门的最
新 规 定 ，本
手记不涉及
任何操作建
议 ，入 市 风
险自担。

“石墨烯”异军突起
这个很“火”的概念靠谱吗？
深交所发布公告示警热门概念的炒作倾向，其中包括石墨烯概念

故事的起因或许应从东旭光电（000413）的一
则公告说起。7月9日，东旭光电发布了三则公告，
内容均与石墨烯在锂电池中的运用密切相关。

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莫过于《关于投资建
设泰州石墨烯基锂电池项目的公告》。根据该
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碳源汇谷与泰州市
新能源产业园区管委会签订协议，就上海碳源
汇谷在泰州新能源产业园区投资石墨烯基锂
电池项目达成意向。该项目的建设主体为上海
碳源汇谷在泰州产业园管委会辖区内独资注
册江苏碳源汇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内
容分为两期，一期建设年产3吨低成本高品质
单层石墨烯生产线一条，年产300吨锂电池正、
负极材料生产线各一条；二期建设年产1.5亿
Wh的动力电池电芯及pack生产厂。项目总投资
为5亿元，其中一期投资2.5亿元。

在这则公告中，最吸引市场眼球的地方在于
公司此次拟生产产品的特性。石墨烯基锂电池能
够显著缩短电池的充放电时间，延长电池使用寿
命、提升电池容量，如果未来将该电池应用于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可以大大提升新能源汽车的
续航能力，为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起到促进作用。

在此消息的刺激下，东旭光电的股价开启
暴涨模式，自7月11日~22日，公司股价区间涨幅
达到56.06%，为此公司于7月25日发布停牌自查
公告，公司股票自此进入停牌期。

东旭光电石墨烯协议引暴涨
值得一提的是，东旭光电股价的异动还受到

了交易所的高度关注。
7月24日，深交所向公司下发问询函，要求公

司董事会对公司股价近期的大涨做出说明。在该
问询函中，深交所的关注重点落在了石墨烯基锂
电池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实质影响。根据该份问询
函，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认定石墨烯基锂电池产
品具有快速充放电、循环性能、高低温性能特征
的依据，上述特征经实验测试及权威部门或第三
方机构检测的情况。同时，说明石墨烯基锂电池
生产所涉及的主要技术、专利，并说明公司是否
拥有上述技术、专利。此外，还要求公司说明石墨
烯基锂电池项目一期生产线的筹建情况，列示投
产后产品所需进行的必要认证，说明未完成认证
是否影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该业务对公司
本年及后续年度业绩存在的影响。不仅如此，7月
26日，深交所还发布公告，示警热门概念的炒作
倾向，其中就包括石墨烯概念。

在监管之下，石墨烯概念的炒作迅速降温。7月
25日，石墨烯概念板块个股纷纷大涨，其中杭电股
份（603618，收盘价14.98元）和方大碳素（600516，
收盘价11.35元）收获涨停，包括华丽家族（600503，
收盘价10.75元）、力合股份（000532，收盘价19.42
元）、中国宝安（000009，收盘价11.36元）在内的多
只个股涨幅逾6%。然而7月26日，在交易所的高压示
警下，石墨烯概念却成概念板块涨幅的最后一名。

深交所示警概念炒作 石墨烯材料成本过高

二次冲关在即 多头不厚道咋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