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今年天猫11·11购物狂欢节在创
造中国零售业奇迹的同时让快递行业也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但由于前期准备充
分， 目前各家快递行业并未出现外界传闻
的爆仓现象。

天猫总裁逍遥子表示，12日开始的两
三天内是物流压力的最高峰， 双十一的后
续工作中， 保证整个物流体系的畅通运转
是目前的关键之一。
快递刷新高，未爆仓

近日， 微博上流传了一张申通广州某

分拨中心疑似“爆仓”的照片被网友转发了1
万多次，对此，申通物流广州总公司董事长
助理陈松海表示，这张照片于11月12日晨拍
摄堆积的货物是刚刚卸下的到岗派送快件。
“申通今年运转一切正常，井然有序。”

“只要快递公司的运转中心还在正常
进出，货物只是临时堆积，并不能称之为爆
仓。”中通副总裁金任群说道。

据申通公布的信息显示， 截止到12日
23：50，申通全网实际揽收及操作755万票，
再次刷新历史新高。 上海申通江浙沪地区

分拨中心基本已经处理完毕， 整体工作忙
而不乱，有序进行中。

中国快递协会沙迪副秘书长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行业已经调动全部运能运量
进行全方位服务，各快递企业从董事长到管
理人员与全体员工都拼搏奋战在生产第一
线，全力以赴积极有序地展开对应工作。
天猫提醒错峰发货 ，14日物流吃紧

据阿里巴巴集团12日凌晨公布的消
息，今年11·11购物狂欢节天猫和淘宝的支
付宝总销售额达到191亿元，是去年的三倍
多；同时，支付宝也宣布，双十一当天成交
了1亿零580万笔订单。

今年，天猫把商家发货规则调整为，11

月11日0:00-24:00买家付款订单，卖家须
在7个工作日内（11月20日24:00前）发货并
交由物流公司揽件。同时，天猫还在论坛提
醒商家错峰发货， 商家们要合理安排发货
节奏， 在和快递公司密切沟通后根据中转
仓容量情况安排发货，在发货规则范围内，
错开高峰期。

“12日开始的两三天内是物流压力的
最高峰，双十一余威仍在，这几日淘宝、天
猫的销售额环比基本接近， 这也意味着我
们不仅要消化双十一当日剩下的包裹，日
常包裹的增量也让我们应接不暇。14日是
快递业最吃紧的一天。”金任群表示。

■记者 吴林

直击双十一物流：快递忙而有序 尚未出现爆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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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18日， 友谊阿波罗正式启
动会员大联欢，32万VIP会员大过节， 还将
有六重会员惊喜利好倾情回馈广大会员。

此次会员卡积分将创湖南市场积分的
巅峰倍数！ 友阿会员持会员卡在友谊阿波

罗旗下所有门店消费普享5倍积分，消费达
到第5笔时，还另将获得额外赠送的系统随
机抽出一笔10倍积分， 即该件商品将共享
受到15倍积分， 而所有积分自动返入消费
者会员卡内。

凡于2011年11月17日-2012年11月15
日期间内产生的可兑奖积分，在活动期间，
每5000分除可兑换100元电子券外，还可获
赠会员额外分红，卡内的积分越多、会员等
级越高，分红越多！

在会员节期间携会员卡在友阿旗下任
一门店到该门店总台或会员中心刷卡即可
获赠卡种对应的300、500、800的积分。

此次活动中， 还将特别开放会员招募，
消费者在友阿旗下任一百货门店当日累积

消费满500元的顾客， 即可办理普通会员卡
一张。活动期间，凭会员卡在购买柜台5折以
上的商品时，还可分别再享受（钻金）9.2折或
折后（银普）9.5折的折上折。另外，凡在友阿
旗下商场有消费记录的会员，还可参与会员
大抽奖活动，获得不同面值的购物卡友阿年
度会员大奖！消费者持建行信用卡至长沙地
区友阿活动门店刷卡消费可享分级赠礼。

友阿会员节里有得逛、有得玩、有得实
惠，还有惊喜！亲，赶快做好准备吧！

享会员惊喜把握最佳购物良机
友谊阿波罗会员大联欢即将火热开场

经济信息

大股东增持：央企踊跃，湘股自信

股指已经在2000点上下盘桓了一个多
月， 期盼中的反弹迟迟不见踪影。“现在买
股票太难了，根本把握不了节奏，个股稍微
出现点上涨苗头，一跟进就套牢。”已经在
股市浸淫10余年的老股民陈景有些沮丧。

与陈景的沮丧相反，作为才入股市不
久的新股民李旭东近期收益倒是不错。
“也没什么诀窍，就是买了一个‘华泰紫金

天天发’的产品。”李旭东表示，这款产品
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收益率是资金账户
活期收益率的4-6倍，“本金很安全， 而且
就算股市不涨也能赚钱。”

据华泰证券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华泰
紫金天天发”的投资对象是银行存款，本金
绝无亏损之虞，而且投资灵活，随时可以参
与，每个工作日开放，卖出股票资金当日可

参与，退出资金T+0实时可用，T+1可取，不
影响日常证券交易，而且每日计息。李旭东
也表示，把资金投到“华泰紫金天天发”中，
资金的灵活性得到了保证，“一方面资金不
会闲置，每天都在赚钱，另一方面一旦股市
反弹，立刻就能把钱转入股市，避免踏空。”

热线电话：0731-84326299。
■记者 李庆钢

股市不涨也赚钱 收益超活期存款4-6倍

周三郑糖早盘微幅高开， 随后
呈震荡稍回落走势， 盘中受收储传
闻刺激快速大幅拉升， 下午期价维
持高位震荡， 尾市全线大幅收涨呈
近强远弱格局。主力合约SR1305报
收于5347元/吨， 涨146元。 郑糖在
传闻刺激下突破性上涨， 多头借机
发动翘尾行情的可能性在加大。

周三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F1211
报收2217.4点，上涨.19%，持仓环比
大幅减少1万余手，成交环比大幅减
少16.9万余手， 期指出现贴水5点，
说明主力并不看好后市。

现货方面，周三沪深300股指报
收探底小阳线， 尾市虽出现一波力
度不大的反抽， 但由于主力资金的
持续净流出和量能的持续萎缩大大
制约了大盘反弹的空间， 后市大盘
再度下探下轨区域2070至2100点
应是大概率事件。

周四操作上建议投资者观望或
者逢高做空。

收储传闻
刺激郑糖大涨146元

期货知识

利率期货的主要品种

目前，世界上的主要利率期货品
种有：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的三
个月期欧洲美元利率期货合约、芝加
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长期国库券
和10年期国库券期货合约等。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潘涛

期货投资咨询资格号码：TZ00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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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日评
A股市场可谓是久病不起，而

大股东却纷纷逆势加入增持行列，
这恐怕成了近期资本市场最大的
看点。一场由央企领衔，其他上市
公司踊跃参加的资本增持热播剧
正在上演。而在这场演出中，湖南
上市公司的掌门人表现相当出色，
迎来了超高人气和热烈掌声。

股市低迷大股东纷纷增持

今年下半年以来，上市公司大股东增
持意愿却逐渐水涨船高。 尤其是10月以
来，重要股东增持的股份市值反超减持的
股份市值。数据显示，10月1日至11月8日，
两市合计有82家上市公司获重要股东增
持，涉及股份数市值约为46亿元。相比之
下， 有88家上市公司获重要股东减持，涉
及市值约为43亿元。

这在一些股民看来是绝大的利好消
息。“大股东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公司，
他既然敢于增股，就说明公司的股票现在
绝对是物有所值。” 湖南资深投资者李布
维表示。

不仅如此，在今年的解禁潮中，不少创
业板集体发布公告承诺，“年内不减持”或
“追加股份锁定”。其中，湘股爱尔眼科于10
月30日限售期届满解除锁定， 但控股股东
湖南爱尔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今年年内
不减持股份。博云新材也公告锁定承诺。

“国家队”为增长主力

在这股资本增持潮中，央企可谓领衔
主演。中国水电日前披露，中国水利水电
建设集团拟以不超过4.5元/股的价格在未
来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完成之后
自愿锁定股份一年时间。下半年以来，央企
增持非常频繁。统计显示，宝钢股份、中国南
车、华侨城、中国建筑等多家公司披露了增
持情况，中煤能源还启动新增持计划。

“从绝对价位上讲， 现在股价已经很
便宜了。”财富证券李朝宇分析，这股增持
热是资本市场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在股
市持续低迷的时候，产业资本都会以重要
股东增持的形式维稳。事实上，整个大环
境确实在好转，四季度宏观经济数据都有
所回暖，产业资本是第一时间感觉到的。”

“湘军”代表相当“给力”
在这场增持热播剧中，“湘军”代表长

高集团备受关注。早在8月30日，其董事长

马孝武就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10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77%。 本次增持后，
马孝武持有3175.98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4.43%。公司方面表示，马孝武是认为
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公司股价被低估，通
过增持以表达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长高掌门人为何如此自信？先看看公
司表现。11月8日， 长高集团发公告称，公
司在国家电网招标中再次获得大额订单，
中标金额6068.96万元，占公司去年营业收
入的17.37%。这已非长高集团今年首次中
标国家电网项目。据了解，今年8月，公司
中标国家电网隔离开关项目， 中标金额
4125万元，占去年营业收入比例11.8%；而
5月初， 也在国家电网集中招标中订单总
额达8000万元，相当于公司去年营业收入
的22.9%。 而公司的经营范围今后还将增
加“从事各类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这一项。订单硕果累累，海外市场前景看
好，看来其董事长还真不是“王婆卖瓜，自
卖自夸”。

■记者 肖志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