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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个大数据招商合作项目入驻内蒙古

据《内蒙古日报》消息 记者从自
治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获悉，2017年
我区各盟市新引进大数据招商合作
项目 53个，总投资约 347.
65亿元，苹
果、京东、微软（中国）公司、银河航天
（北京）科技、今日头条等一批新的行
业领军企业签约入驻我区。
2017年，内蒙古大数据发展全面

落实对外开放战略，全方位开展对外
交流合作和招商引资。目前，我区已
与 新 华 社 中 国 经 济 信 息 社、航 天 世
景、中电科软信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推动国家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分
中心、工业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分中心等一批具有代表性项目
落地我区。我区还组织参加了第二届

中国国际数博会、2017年丝绸之路国
际博览会等活动，吸引了苹果、阿里、
腾讯、航天十二院等 100余家国内外
知名企业来我区合作投资。借助中关
村联盟等国内一流协会组织，指导成
立自治区大数据产业联合会、专家咨
询委员会等行业组织和研究咨询机
构，
帮助引进了一批会员企业。

互联网票据
部分收益率
高达 7%
理财产品风险需提防
据《经济日报》消息 在互联
网金融平台上，记者发现不少平
台推出了票据理财产品，部分收
益率高达 7%，且大都宣传自己安
全性很高。这些票据理财产品的
安全性到底如何？
整体来看，以银行承兑汇票
为质押标的的票据理财产品信用
风险较低，安全性较高，但由于存
在信息不对称，部分互联网平台
产品承兑人信用信息、票据交易
真实性和质押手续合法合规性等
难以核实，存在一定兑付风险。
“现在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
也在做票据业务，但它们并不能
保证票据的真实性，特别是票据
是否具有真实贸易为基础。另
外，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开展票
据业务是否专业，与其他机构合
作是否合规等都有待检验。”在中
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
震看来，一味地宣传票据业务的
安全性，忽视提示风险，有误导投
资者之嫌。
融 360理财分析师刘银平同
样表示，票据以及票据理财本身
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在票据开具、
流转等环节容易出现问题，而且
互联网理财平台还存在运营风
险，所以票据理财的安全性并没
有那些平台宣传得那样高。
对于购买票据理财产品的投
资者，刘银平建议，首先，尽量选
择背景实力较强的大平台；二是
切记银行承兑汇票安全性要高于
商业承兑汇票，大银行承兑汇票
的安全性要高于小银行承兑的汇
票；三是票据贴现本身利率并不
高，所以收益过高的票据理财要
谨慎购买。

1月份人民币存款
增加 3.
86万亿元

据《证券时报》消息 央行公布 2018
年 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1月份人民币
存 款 增 加 3.
86万 亿 元 ，外 币 存 款 增 加
448亿美元。
报告显示，1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
173.
27万亿元，同比增长 10.
3%。月末
人民币存款余额 167.
97万亿元，同比增
长 10.
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
期高 1.
5个和 0.
1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
存款增加 3.
86万亿元，同比多增 2.
38万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8676亿元，
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221亿元，财政性
存款增加 9809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存款增加 1.
59万亿元。月末，外币存款
余额 8357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1%。当
月外币存款增加 448亿美元。

1月我国手机出货量
同比下降 16.
6%

1月我国汽车产销同比呈增长态势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从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获悉，2018年 1月我国汽车
产销分别为 268.
83万辆和 280.
92万
辆，同比增长 13.
61%和 11.
59%，与去
年同期相比产销呈现较快增长。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
理陈士华介绍，1月，我国汽车产销比
上月有所下降，其中商用车降幅较为
明显，受同期基数较低影响，产销量
同比均呈较快增长。汽车产销总量
中，乘用车生产 233.
06万辆，环比下
降 10.
69%，同比增长 12.
50%；销售
245.
62万辆，环比下降 7.
43%，同比
增 长 10.
73%；商 用 车 生 产 35.
77万
辆 ，环 比 下 降 17.
15%，同 比 增 长
21.
40%；销售 35.
31万辆，环比下降
13.
26%，同比增长 18.
02%。

1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企业
为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广汽、北
汽、吉利、长城、华晨和奇瑞。与上月
相比，一汽和广汽销量增速较快，其
他企业呈不同程度下降；与上年同期
相比，长安销量呈明显下降，北汽和
奇瑞降幅略低，其他七家企业均呈增
长，
吉利增速较快。
此外，1月份中国品牌汽车销量
前十企业为上汽、吉利、长安、东风、
长 城、北 汽、一 汽、广 汽、江 淮 和 奇
瑞。其中，长安、奇瑞和江淮销量同
比下降较快，北汽微降，其他六家企
业呈不同程度同比增长，其中吉利和
广汽增速更为明显。1月，这十家企
业共销售 116.
77万辆，占中国品牌汽
车销售总量的 83.
17%

家电网购价格 2017年上涨超一成

据《中国电子报》消息 近日，工
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发布的
《2017年家电网购分析报告》显示，
线上彩电产品均价达 2788元，同比
增长 10.
6%；线上空调产品均价同比
增加了 12%；线上洗衣机和冰箱产品
零售均价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分
别为 15%和 20%，增幅远高于线下。
报告认为，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
原因有二：一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二是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其中，后

资讯

者为主要因素。
2017年，
在消费升级需求的驱动
下，
在厂家和商家的共同努力下，
家电
网购市场产品结构进一步向高端化转
移。2017年，线上彩电市场 55英寸
—60英寸彩电产品的零售量、零售额
占比双双位居第一，65英寸及以上超
大尺寸彩电则在零售量、零售额增幅
上双双位居第一。高端和大容积成为
线上冰洗产品消费的突出需求，消费
升级对于健康、
品质生活的需求，
使得

洗烘一体机、
迷你洗衣机、
红酒柜等高
端细分产品的销量异军突起。
在品质生活理念和改善型需求
的驱动下，在年轻消费人群的带动
下，2017年，一些高端产品在网上风
生水起，成为“网红”，并带动全渠道
的销售。价格近 3000元的吹风机、
售价 3000元—5000元的手持式无
线吸尘器的热销，充分说明了网购人
群的消费潜力，线上市场对消费的拉
动作用日渐明显。

本报综合消息 随着竞争日趋激烈，
我国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饱和状态。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 1月
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显示，国内
手机市场的出货量再度出现下滑趋势。
报告显示，今年 1月，国内手机市场
出 货 量 达 到 了 3906.
4万 部 ，同 比 下 降
16.
6%。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是 3628.
2
万部，同比下降了 19.
4%，占同期国内手
机出货量的 92.
9%。
1月，国产品牌手机上市新机型总共
有 45款，同比下降了 22.
4%，占同期国内
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 88.
2%。
中国市场的手机渗透已经接近饱
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李易分析说：
“ 第一，现在中国
智能手机用户的饱和度已经达到几乎人
手一部智能手机甚至两三部智能手机的
程度了。另外，现在智能手机的性能已
经很优异了，既然是这样，又为什么要去
加钱升级换代呢？”

去年我国吸尘器
线上售 1566万台

据《北京商报》消息 2月 11日，据中
怡康的调研数据分析：2017年国内线上
吸尘器市场共售出 1566.
8万台，销量同
比 增 长 30.
2%。 中 国 本 土 品 牌 表 现 抢
眼，占据销售总额的 61.
6%，继续奠定吸
尘器市场本土品牌的优势。
有关专家表示，随着消费的不断升
级，
用户对于吸尘器产品的使用感受格外
注重。吸力大、使用方便、续航久、易清洁
等功能点就越发重要。也正因此，
越来越
多的用户选择了无线手持吸尘器。
从目前整体吸尘器市场两年的零售
量和零售额增速情况来看，
零售额增速远
高于零售量增速，
表明高端产品出现高速
增长的情况；从格局变化来看，无线手持
式吸尘器的零售额份额涨幅最大，
立式增
长稳定，机器人和除螨仪的份额增长放
缓，卧式份额下降明显，无线手持式吸尘
器和立式的增长限制了其他品类的增长，
同时也限制了其他品类价格的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