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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时尚周新闻发布会在沪举行
11月7日，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和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国际文化传
播中心陕西联络部承办的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时尚周”新闻发布会在上海虹桥迎
宾馆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时尚周
旨在支持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
中心在国际文化传
播领域的优势，加强
中国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间的服饰和时尚文化交流，促进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浦银安盛：科创板推出利于丰富A股市场估值体系
日前，中央决定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对此，浦银安
盛基金表示，推出科创板与注册制试点正
当其时。其推出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国内工
程师红利，丰富A股市场估值体系.与此同
时，科创板有利于吸引更多国内优质新型

公司回到国内市场，极大丰富投资标的，分
享新经济公司红利。值得一提的是，浦银
安 盛 旗 下 浦 银 战 略 新 兴 产 业（代 码
519120）优先投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分享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主题的
重大投资机遇。

基金年度业绩收官战打响上投摩根医疗健康基金业绩领跑
临近年底，基金市场率先打响业绩收官

战。银河数据显示，截止11月2日，在上证综
指跌超9%的市场环境下，标准股基（A类）、偏
股基金等主动型权益类基金年内平均收益率
分别为-20.97%、-19.99%。其中也有产品表

现一枝独秀，上投摩根医疗健康基金同期
（2018年1月1日至18年11月2日）斩获了
5.25%的正收益，逆市超盈逾24%，不仅在银河
证券15只医药医疗健康行业股票型基金中夺
魁，且在153只标准股基（A类）中排名第一。

会德丰国际广场诚邀地球公民共启“无塑一天”
近日，由沪上知名超甲级写字楼会

德丰国际广场携手 Green Initiatives 绿
色倡议组织（以下简称 GI）举办的“My
Days without plastic 无塑一天”主题环
保展，于10月22日在这栋素以“8小时正
能量”著称的浦西地标级写字楼正式开

幕。一部发人深省的真实纪录片、一组
有创意的视觉呈现和变废为宝的“鲸鱼”
装置以及一系列可参与的线上线下互
动，共同构筑起“与海洋共命运”的殷切
呼吁，吸引了众多租户、白领及周边市民
的驻足与高度关注。

富国发行养老目标基金全面布局三大支柱
老龄化社会正在加速到来，如何让当

下年轻人未来能“老有所养”，公募基金又
一次走在了前列。我国公募基金在养老
金投资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助
力养老金保值增值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包括富国基金在内的多家基金公司已获

得养老金业务的全牌照，将继续助力三大
支柱体系建设。今年8月，富国基金在业
内期待已久的首批获批养老目标基金中
拔得头筹，旗下富国鑫旺稳健养老目标一
年持有期FOF获得批文，并已于11月5日
开始发行。

南方1-3年国开债规模超45亿提前结募
今年以来债券类资产受到投资者的高

度青睐。公告显示，南方中债1-3年国开
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从10月22日起
发售，11月5日即满足提前结束募集的条
件。该基金短短11个工作日募集资金超
过45.7亿，显示对投资者对国开债的高度

认可。该基金成立时点临近年底，建仓时机
较佳，投资者可在封闭期结束后继续申购。

据了解，南方1-3年国开债指数基金
作为被动式指数基金，将选择国开行政策
性金融债作为跟踪标的（标的指数：中债-
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一带一路带来泰国投资新机遇
自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泰国与

中国的合作越来越紧密，泰国政府倾注450亿
美元于东部经济走廊计划的实施，并大力推
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力拉动了经济的增长。

在东部经济走廊计划（EEC）中，泰国政

府为吸引外资企业投资，提供了一系列利好
政策，特别规划了数字园区，对进驻的外资科
技企业提供企业所得税优惠和研发基金，还
在用地、签证等方面提供诱人政策，引得不少
企业盯上了投资泰国这趟早班车。

广告 投资有风险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越来越多的品质电商正
在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中国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近日发布《2018年度中
国品质电商市场发展报告》，品质电
商典型代表为网易严选、小米有品、
淘宝心选、京东京造等企业，品质电
商快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消
费者对商品品质化的追求。

北上广深杭用户集中
年龄群体为80后、90后

报告统计显示，品质电商平台用
户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杭州五大城市。

通过对网易严选、必要商城，小
米有品、淘宝心选、京东京造五家平
台用户年龄进行统计发现，品质电商
用户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39岁的
80后群体，20-29岁的90后群体成为
第二主力军。从性别比例上来看，男
性成为品质电商的消费主力，或可理
解为男性消费者相对于女性消费者
更注重追求物美价廉的商品。

品质电商发展至今，商品越来越
丰富、功能越来越完善、入局玩家也
越来越多，报告指出，2012年4月上
线的优选电商当当优品，2014年1
月上线的C2M电商必要商城，2016年
4月上线的自营家居生活品牌网易
严选，2017年4月上线的精品电商米
家有品，2017年5月上线的品质电商
淘宝心选，2017年6月上线的ODM电
商兔头妈妈甄选，2018年1月上线
的京东京造等，不断为消费者提供高
质量、平价的精选商品。

品质电商的兴起背景，离不开人
（消费升级）、货（中国制造崛起）、场
（电商平台差异化求变）三要素。

报告分析，品质电商的兴起主
要有几点原因，首先是消费升级，近
年来喜欢高品质、个性化商品、但不
愿意为品牌溢价部分买单的消费
者，逐渐成长为消费升级的中坚力
量，并且数量极大。其次，品质电商
的推出踩中了中国制造升级和互联
网成为普惠性工具的重要节点。中
国制造更加注重品质、原创和科技

研发。互联网已经向基础设施布
局，基础设施的特点就是无处不在
又非常便宜。

特别是中国制造崛起，很多迷恋
国外制造的人逐渐发现辛苦淘来的
东西标注着“Made in China”，很多
中国制造的东西，也可以水平很高。
而消费诉求的转变也促使电商平台
转型升级。

品质电商有三大优势
同质化现象仍需注意

品质电商是区别于传统卖货型
电商，通过渗透上游制造和供应链管
理、减少中间环节、强化平台选品主
导性、依赖数据技术提升供给端对市
场需求变化的响应速度等方式，提升
全站商品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
比商品的新兴电商模式。

对比传统电商，中国电子商务研
究中心主任曹磊认为，品质电商有三
大优势。在价格优势上，传统电商和
消费者之间隔着原料、赋税、营运、库
存、店面、品牌溢价、层层利润等诸多
隐形环节，占据了供应链大部分的成
本。品质电商采用的其实是零中间
环节的优化，跳过经销商和品牌商，
直接扮演连接者的角色，一端是工
厂，一端是用户，在性价比上有着先
天优势。而在质量上，相较于传统电
商“商品丰富但质量参差不齐”的特
征，品质电商在商品质量方面严格把
关，通过优质厂商和平台的双重背
书，为用户甄选出高品质、高性价比
的优质商品。

此外，品质电商都打造爆款，而
爆款孵化的核心不是一味营销，而是
基于爆款的推广能力，对用户需求有
精准的把控，且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
内满足用户需求。缩短供应链的直
接利好就是打造爆款，优化了用户需
求到设计、生产的中间环节。

不过，对于品质电商的未来发
展，其同质化现象还是值得注意，如
果商品和营销都变得同质化，电商自
有品牌将演变成价格战和流量战。
另外，大牌代工厂并不一定代表大牌
的品质，还需要靠品牌方对商品质量
进行严格把关。

每年一度的“双11”不仅是一场

消费盛宴，也是各类金融机构的练兵

场，网联、第三方支付、信用卡、保险

……今年皆加入“双11”，在消费者不

知不觉中，完成一场的金融科技升级

大战。

众所周知，今年的“双11”是“断

直连”工程开启以来，首次对“间连”

支付清算系统进行全面的实操考验。

昨日，网联交出首份“双 11”答

卷：网联平台当日处理跨机构交易笔

数11.7亿笔，相应跨机构交易处理峰

值超过 9.2 万笔/秒。该公司同时宣

布，11月以来，支付机构和商业银行

合作开展的网络支付业务中，已有超

过90%的跨机构业务通过网联处理。

“双 11”既是购物的狂欢节，同

时也是各种欺诈和网络入侵的高发

期。青年报记者获悉，除了生物支

付外，区块链是另一项支付宝在今

年“双 11”实现首次规模应用的新

技术。

区块链技术有着数据透明、不可

篡改和充分共享的特点，运用在溯源

领域，相当于为商品附上了唯一的

“身份证”，能够永久溯源，防止信息

虚假。目前，天猫国际商城里包括钻

石、奶粉、保健品等来自上百个国家

和地区的1.5亿件商品，以及五常大

米、茅台等高端酒和平武蜂蜜，都采

用了区块链溯源技术，为消费者“双

11”消费“保驾护航”。

无独有偶，青年报记者昨日从京

东金融方面获悉，京东金融此次也通

过生物识别、生物探针、图计算特征

关系网络等人工智能反欺诈技术，以

及500多个风控模型、5000多风险策

略、60 万风控变量及 5000 万黑灰风

险名单等组成的大数据风控等技术，

为用户在“双11”期间购物提供全方

位的保障。另外，保险在今年“双11”

全球购物节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据悉，“双11”购物节期间，京

东金融为用户送出各类保险超过 1

亿份，让用户无后顾之忧。

青年报记者 孙琪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青年报记者昨日获悉，
上海车险市场的人伤理赔环境得到
改善。2018年1至9月，人伤案件累
计涉残率同比下降4.26个百分点；人
伤赔付率同比下降0.72个百分点；累
计伤残案件赔偿金占比同比下降
1.4个百分点；行业的车险综合赔付
率也同比下降1.3%。

这一切得益于保险监管部门与
上海市司法局达成合作协议后，上海

市保险同业公会反欺诈中心积极组
织行业上报相关欺诈案件线索，开展
问题案件线索串并，配合公安机关打
击人伤鉴定类保险欺诈犯罪活动。

据悉，当前车险事故伤者的调
解意愿已明显增加，更多的伤者愿
意直接和保险公司进行免鉴定调
解，委托代理人办理的案件逐渐减
少，诉讼调解的案件逐渐增多。从
部分公司数据反映，2018 年 1 至 9
月，车险人伤案件月调解成功率同
比上升超20%。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又一家 A+H 券商要来
了，申万宏源昨天发布公告，透露了
公司赴港上市进程，公司董事会已经
通过了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
的议案，同时定于 11 月 28 日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香港发行并上市的各项方案。

目前，A+H券商一共有11家，分别
是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中国

银河、中原证券、广发证券、华泰证券、
东方证券、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和中信
建投。如果申万宏源成功赴港上市，将
成为第12家A+H券商。申万宏源此次
赴港上市募资将全部用于本公司及本
公司子公司增加资本金、补充营运资
金，推动境内外相关业务发展。

2018年三季报显示，申万宏源
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93.66亿元，同
比减少2.85%，净利润为33.11亿元，
同比减少7.6%。

满足年轻一代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商品的追求

更注重品质的新电商已然兴起？

网联平稳度过首次大考
“双11”促使支付时代加速转型

上海车险人伤案件涉残率
下降4.26个百分点

A+H上市券商将再添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