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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宁还发布了一份双十一消
费趣味大数据报告显示：西部买家爱货
比三家，东部消费者更“简单粗暴”；90
后家装搜索最热词是马桶，今年双十一

“洁屁族”增加近3倍；老人也有“变懒”
趋势，50岁以上洗碗机买家增两倍。

母婴产品消费者中，女性占到
65%，母婴产品销售峰值时段为早间
4-6点和午间12-14点。看来不少宝妈
利用全家人起床前和工作午休的时
间，来为孩子囤货。辅食料理机销量同
比增长186%，教育机器人销量同比增
长807%，婴儿洗护更是增长3644%。此
外，数据还显示，80后和90后爸妈更倾
向于母乳喂养，电动吸奶器增速高于
手动，婴儿储奶袋销量同比增长40%。

苏宁家装数据显示，马桶连续3
年蝉联90后“搜索王”，智能马桶盖销

量增长299%。苏宁大数据显示，这个
双十一，购买厨卫电器的消费者中，
男女比例为56：44，看来男性越来越
关注“厨房与爱”了。

有意思的是，61%的中西部买家
下单前更爱浏览，而65%的东部消费
者则喜欢直接搜索下单。80后和90后
消费者把省事放在第一位，喜欢套
购。此外，秒杀5折机型成功率最高的
是夜猫子人群，占比60%。

苏宁大数据显示，这个双十一洗
碗机热销，“光吃饭不洗碗”的懒癌族
增长115%。老人也有变懒的趋势，50
岁以上的洗碗机买家同比增长208%。

30%的消费者买净水器时会咨
询到关于小孩、老人的健康问题，购
买净水器的母婴人群增长130%。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苏宁易购双十一战报：
全渠道销售同比增长132%

1 买房资格一键查询
身边总有很多朋友想要

在成都购房，但总是受困于
无法完全吃透成都楼市新
政：户口社保要不同、不同区
域规定不同、自身情况较为
复杂……自己究竟是否有购
房资格？这时只需要打开成
都房产发布小程序，一键查
询购房资格即可。如果仍不
清楚，还可在小程序“问答
区”留言。

2 预售楼盘提前知晓

成都商报房产发布历来
与各大房地产开发商联系密
切，可以第一时间知晓即将
预售的楼盘，更为准确，及时
提醒读者，避免错过后面更
好的楼盘。

3 实时播报拿证楼盘

成都房产发布是具有媒
体属性的，一切新闻讯息以
客观、真实为导向，并有专业
记者出具踩盘报告。相比其
他购房小程序或自媒体，成

都房产发布会向读者提供更
为全面的买房攻略，涉及读
者可能忽略的方方面面。

4 及时沟通置业顾问

成都房产发布购房小程
序试运营阶段已吸引上百个
楼盘近千名置业顾问入驻，
后期还会持续地邀请各大楼
盘的置业顾问入驻，读者可
以及时地与他们线上联系，
更加详细了解心仪楼盘的优
缺点以及开发商的动态。

5 互动问答地产小编

成都房产发布小程序设
置了专门的问答界面，各个
问题发布之后，后台的小编
们都会及时地查询问题并且
去证实，解答读者疑问，有同
样问题的读者还可对已回答
的问题进行围观，避免长时
间等待。同时，小程序还有投
诉功能，用户可通过这个渠
道给成都商报专业记者留
言，实现彼此有效互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骆燏 实习生 邓凌瑶

上周五，A股市场在银行股下
跌的拖累下，大盘出现显著调整。不
过，经过一个周末的休息之后，昨日
银行股消化了短期利空消息的影
响，暂时止跌反弹，也令市场心态得
到修复，最终沪指上涨31.65点，以
2630.52点报收，而创业板市场表现
更强，创业板指数更是大涨3.47%，
创下10月份以来的收盘新高。

上周五，大盘向下跳空杀跌，沪
指大跌36点，并且跌破了2600点整
数关。当时，最主要的不利因素，就
是银行股带头杀跌，这种情况，多头
确实是无力还击的。当天，工行、农
行、建行等银行股跌幅都超过3%。

之所以银行股纷纷收出中阴
线，显然是受到了消息面的影响。上
周，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民营
企业新增贷款“一二五”目标后，引
起了市场的热议。而所谓的“一二
五”是指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

“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
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
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
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
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
例不低于50%。

不过，昨日早上，为消除公众误
解，关于“一二五”更详细的信息被
权威媒体披露出来。据《证券时报》
报道，监管部门人士表示，“一二五”
并非是对每家银行的硬性考核指
标，而是整个行业的方向性指标，不
会对单家银行提出具体指标，也不
会要求每家银行都必须要达到。此
外，《上海证券报》也报道称，“一二

五”是整体方向性指标，而非硬性考
核指标，不要求每一家银行必须达
到，信贷标准也并没有放松。《中国
证券报》报道称，“一二五”目标引导
银行资产结构优化，并非硬性考核
指标，风控标准不放松。

权威媒体对“一二五”目标的更
进一步说明报道，在我看来是比较及
时的，而且针对性也很强。毕竟，银行
股的表现，对于A股市场指数的走势
影响非常大。如果银行股不能及时止
跌企稳，那么也会导致投资者对未来
市场充满不确定的预期。所以，在昨
日的早评文章中，达哥曾经提到，要
重点关注银行股的表现了。

而从昨日银行股的表现看，算
是初步稳住了，除招行、农行、宁波
银行外，其他银行股都以红盘报收。

其实，银行股只要不继续下跌，
对于市场就是最大的利好，因为本身
市场做多的意愿是并不低的。而从盘
面看，昨日沪深两市一共上百只个股
涨停，这确实是近期比较少有的情
况。唯一比较遗憾的是，昨日两市还
是缺少领涨板块的出现。就热点而
言，创投概念算是持续性比较强的板
块，而ST股继续上演涨停潮。

ST股的连续上涨，确实看上去
比较诱人，而且很多都是一两元、两
三元的超低价股，这类股票游资炒
作起来可谓是得心应手。但是，对于
普通投资者而言，我认为炒ST股还
是要谨慎一些为好，这并不是达哥
一直提倡的股市投资理念。

另外，昨日创业板市场表现明显
强于大势，创业板指数大涨45.96点，
以1368.79点报收，涨幅高达3.47%。
同时，昨日创业板指数也创下了10月
份以来的收盘新高，不久之后就有望
彻底收复10月的失地了。

上周，我们就在文章中说过，推出
科创板，并在该板块内进行注册制试
点，对于创业板而言，未必是坏事。未来
科创板的推出，要想受到市场的追捧，
创业板必须要走强才行。 （张道达）

近日，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动作
频频的腾讯宣布，腾讯云正式与中
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5G等前
沿技术在航空工业及相关上下游领
域的广泛应用和推广。

根据上飞和腾讯云签署的合作

协议内容，双方将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安全、5G网
络、AR、无人驾驶等前沿技术的应
用推广方面进行广泛合作，同时，双
方的合作内容还包含了针对工业领
域的5G技术工程师、系统集成应用
工程师等相关职业的联合培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谷

查资格、看预售、找攻略……
最懂成都人的购房小程序来啦！

“成都房产发布”正式上线

近日，各家保险公司第三季度
偿付能力报告系数披露。

财险公司中，综合偿付能力超过
150%的险企共78家；寿险公司偿付能
力超过150%的69家。永安财险、吉祥
人寿、新光海航人寿及中法人寿四家
险企三季度的偿付能力数据不达标。

永安财险等四家险企不达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
自去年10月监管层发布偿付能力新
规后，险企偿付能力达标必须同时
满足三项，即综合偿付能力不低于
100%，核心偿付能力不低于50%且
风险综合评级不低于B级。

从已发布偿付能力报告的公司
来看，目前不达标的险企分别是永
安财险、吉祥人寿、新光海航人寿及
中法人寿。其中永安财险不达标的
原因是其风险综合评级为C；吉祥人
寿综合偿付能力为85%，同时风险综
合评级为C；新光海航人寿风险综合
评级为D；中法人寿则三项指标均不

合格，其综合偿付能力与核心偿付
能力在寿险公司中排名垫底，风险
综合评级为D。

新近开业的险企偿付能力数据
相当优异，三峡人寿、国富人寿、海
保人寿、瑞华健康、国宝人寿和北京
人寿等六家寿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
充 足 率 分 别 为 5710% 、2180% 、
2637%、1028%、1579%和2204%。新开
业的财险公司中，黄河财险、融盛财
险与太平科技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
率分别是1436%、59605%和2190%。

总体上看，财险公司在综合偿付
能力方面整体优于寿险公司。截至11
月6日，已披露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
的财险公司共82家，其中综合偿付能
力高于150%的公司共78家。披露三
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82家寿险公司
中，有69家偿付能力高于150%。

新光海航“补血”成自救样本

新光海航人寿虽然此次偿付能
力仍未达标，但是其核心偿付能力数

据与综合能力数据大幅改善。截至今
年二季度末，新光海航人寿的综合偿
付能力充足率为-421.34%，偿付能力
垫底。到三季度末，新光海航的综合
偿付能力充足率已上升到721%。

新光海航偿付能力数据得到大
幅提升的原因是今年10月银保监会
批复了新光海航人寿变更股东和增
资的方案。原股东海航集团撤资，
原股东台湾新光人寿减持，股份转
让给了深圳市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冠浦房地产开发
经营有限公司、深圳市柏霖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国展投资有限
公司。同时，新光海航还获批增资
计划，注册资本由5亿元人民币增加
至12.5亿元人民币。此次增资使新光
海航人寿摆脱了偿付能力充足率不
足的困境。

业内人士表示，新光海航人寿成
功“补血”自救，成了该类险企的一个
样本，但对于偿付能力不足的险企来
说，增资自救之路仍然漫长而艰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田园

1111月月1212日日00点的点的
钟声刚刚敲过钟声刚刚敲过，，苏宁苏宁
易购总裁侯恩龙在内易购总裁侯恩龙在内
部庆功会上宣布部庆功会上宣布：：截截
至至1111月月1111日日2323点点5959
分分，，双十一期间双十一期间，，苏宁苏宁
易购全渠道销售同比易购全渠道销售同比
增长增长132132%%。。其中其中，，零售零售
云门店达到云门店达到16661666家家，，
销 售 同 比 增 长销 售 同 比 增 长
33083308%%；；苏宁易购直苏宁易购直
营店达营店达24002400家家，，销售销售
增幅达增幅达8484%%；；苏宁小店苏宁小店
订单量环比日常报增订单量环比日常报增
1010倍倍；；苏宁拼购订单苏宁拼购订单
突破突破80008000万单万单。。

品类方面品类方面，，家电家电
整 体 销 售 额 增 长整 体 销 售 额 增 长
107107%%；；大快消买家数大快消买家数
突破突破40004000万万，，增长超增长超
过过400400%%，，订单数暴增订单数暴增
超过超过500500%%。。

双十一期间双十一期间，，苏苏
宁易购门店超过宁易购门店超过50005000
万人次进店购物万人次进店购物，，苏苏
宁小店为宁小店为500500万人提万人提
供邻里服务供邻里服务，，苏宁酒苏宁酒
店为超过店为超过1010万人次提万人次提
供服务供服务，，苏宁影城超苏宁影城超
过过2020万人进入影城看万人进入影城看
电 影电 影 ，，苏 宁 广 场 为苏 宁 广 场 为
15001500万人次提供购万人次提供购
物物。。

全球全球55个研发基个研发基
地地、、1010大核心数据中大核心数据中
心心 、、40004000 ++ 系 统系 统 、、
1000010000++名名ITIT攻城狮攻城狮
为全民嘉年华保驾护为全民嘉年华保驾护
航航，，为超过为超过22亿消费者亿消费者
提供了提供了““吃喝玩乐购吃喝玩乐购
衣食住行衣食住行””的全方位的全方位
苏宁服务苏宁服务。。

苏宁双十一全民嘉年华正式进
入尾声，多渠道覆盖、多场景消费、多
品类商品贯穿大促始终。其中，双十
一大促首次来到社区市场，苏宁小店
订单量环比日常增长高达10倍。

首次参战双十一，苏宁小店凭以
邻里红包为首的系列营销玩法，借助
带有娱乐及优惠属性的社交互动实
现爆发式增长，成为了新的流量担
当，环比818单天，苏宁小店双十一当
天APP下载量提升2248%，平台日活
提升721%，平台交易额提升445%。在

邻里红包、店铺券、1元抢等线上玩法
带动下，小店订单线上占比达到了
51% ，单 店 平 均 销 售 增 长 达 到 了
120%。APP+店面的双线渠道运营模
式再次发挥出独特的优势，互联网式
的玩法首次嫁接在苏宁小店便取得
了空前的成功。

苏宁小店+苏宁秒达成最佳拍
档。双十一期间，苏宁小店线上订单
即时配送服务，平均送达时间只有18
分钟。其中最快订单只需4分钟，便送
到北京亦庄一店李先生家中。

苏宁小店：订单量环比日常暴增10倍

双11趣味大数据显示：90后家装搜索最热词是马桶

三季度偿付能力披露 四险企触红线

腾讯与商飞将共同推动民机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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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股暂时止跌 大盘迎来喘息机会

11月10日，由成都商报自主研
发的，基于成都商报房产发布微信
公众号平台的，购房小程序“成都房
产发布”正式上线啦！在东郊记忆成
都商报第三届全媒体用户节现场，
包括保利、融创、万科、恒大、龙湖、
新希望、华润、蓝光、中国铁建等品
牌房企的相关负责人来到现场，共
同见证成都房产发布小程序上线。

成都房产发布小程序是一款
集合预售（在售）楼盘信息展示、购
房资格查询、摇号结果查询、政策
解读、鉴盘报告、购房问答、咨询求
助等多个功能于一体的成都购房
最全面服务平台，也是目前成都最
具公信力权威性、最便捷和真实的
拥有千万级新媒体矩阵流量的应
用小程序。

1 专业媒体视角
成都房产发布小程序最大优势

在于有成都商报专业的房产记者全
方位地分析楼盘的各个方面，与市面
上其他购房小程序相比，不再只是简
单地进行楼盘信息的发布。成都房产
发布小程序将会用更多的媒体视角，
结合新闻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2 权威公信力影响力

成都商报立足于成都二十四载，在
从纸媒向新媒体全面转型中，创立了诸
如红星新闻、成都儿童团、四川名医、
成都商报房产发布、熊猫侠等成都乃
至全国知名的新媒体大号，依托专业
性和媒体影响力，成都商报旗下千万
流量均可为成都房产发布小程序导流。

3 真实准确客观及时

作为成都楼市的意见领袖和权
威发布平台，基于成都商报房产发布
微信公众号平台的成都房产发布小程
序，与成都主流开发企业合作紧密，能
第一时间知晓楼盘信息和预售进度，
洞悉楼市政策及新闻，同时能给予读
者详细政策解读和置业建议，让读者
和小程序的联系沟通更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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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上线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