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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周期行业四季度业绩有望爆发

逾百家公司预计全年净利润翻倍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10日，525家A

股公司披露了2019年全年业绩预告，245家公

司预喜，预喜比例达到46.67%。其中，106家公

司预计2019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增长幅度超过100%，占已披露全年业绩

预告上市公司总数的20.19%。

从行业分布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畜牧业、食

品制造业、生物医药五大行业上市公司预计净

利润增幅居前。 造纸、房地产等周期性行业，

四季度销售旺季有望迎来业绩增长小高峰。

12家公司预计净利逾10亿元

在上述预喜公司中， 略增50家， 扭亏72

家，续盈5家，预增118家。

具体来看，预计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超过1亿元的公司135家，超过3亿元

的公司57家，超过5亿元的公司36家；中兴通

讯、立讯精密、圣农发展、大华股份、益生股份

等12家公司预计2019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10亿元。

中兴通讯预计2019年实现净利润43亿元

至53亿元，盈利规模居前。 公司上年同期亏损

69.84亿元。 公司表示，2018年有10亿美元罚

款，经营损失、预提损失金额较大。 2019年第

三季度确认2019年7月11日发布的 《关于就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与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

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相关事宜的进展公告》所

述事项的相关收益。

净利润增长率方面，182家公司预计

2019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幅度超过10%；171家公司预计超过

30%；157家公司预计超过50%；106家公司

预计超过100%；30家公司预计超过200%。星

期六、康力电梯、福鞍股份、沃尔核材、同为股

份等13家公司预计2019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超过500%。

值得关注的是， 净利润增长率超过

1000%的公司多数和并购子公司并表有关。

以星期六为例， 公司预计2019年全年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亿元至2亿

元，同比增长1579.05%至2138.74%。 公司表

示，遥望网络自2019年3月起作为控股子公司

并入星期六的合并报表范围带来业绩增长。

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居前的公司今年以来

多数股价上涨幅度较大。 以益生股份为例，公司

预计2019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2.5亿元至23亿元， 同比增长520.11%至

533.89%。 公司表示，受鸡肉供给紧张和需求替

代影响，行业景气度高。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

品父母代肉种鸡雏鸡及商品代肉雏鸡价格较去

年同期大幅上涨。 Wind数据显示， 益生股份

2019年以来股价累计涨幅超过200%。

五大行业亮点多

从行业分布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畜牧业、食

品制造业、 生物医药五大行业预计2019年净

利润增幅居前的公司较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方面，

受益于5G产业链相关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政府

补助额度较大， 部分5G产业链上市公司预计

2019年全年净利润大幅增长。 同时，不少军工

产业链上市公司受益于订单增长，业绩爆发式

增长。

以大立科技为例，公司预计2019年全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亿元至

1.54亿元，同比增长130%至180%。对于业绩增

长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新完成科研定型相

关军品型号，如期实现批量交付；前期已定型

相关军品型号，批产任务恢复，实现批量交付。

畜牧业方面，受益于禽产业链景气度持续

攀升， 多家禽产业链上市公司预计2019年净

利润大幅增长。 以圣农发展为例， 公司预计

2019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37.05亿元至38.05亿元，同比增长146.1%至

152.74%。 公司指出，受鸡肉供给紧张和需求

替代影响，行业景气度持续攀升。 公司一体化

全产业链的优势凸显，产品销售价格上涨。 同

时，公司继续巩固和加强内部精细化管理，经

营成本与费用得到有效管控，规模效应及管理

效益优势逐步显现。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方面，受益于战略

转型和创新业务发展， 部分公司预计2019年

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

增长。 以神州信息为例，公司预计2019年全年

净利润为3.6亿元至4亿元，同比增长755.18%

至850.2%。 公司表示，将主要精力和优势资源

集中在发展前景更好的战略性及创新型业务，

ATM业务已在2018年度妥善处置。 在复杂多

变的外部环境下，公司战略换挡升级得以持续

推进，金融科技软件和服务业务实现较稳健运

营和发展。

食品制造业方面， 得益于产品销售情况良

好，产能得以释放，部分公司预计2019年全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较大。 以

燕塘乳业为例， 公司预计2019年全年净利润为

1.22亿元至1.56亿元， 同比增长190%至270%。

报告期内， 随着公司新工厂生产链条的逐渐理

顺，“降本、提质、增效” 优化管理方针有效执

行，奶源体系升级、精准营销和深度营销的工作

逐步开展，公司的产能得到释放，经营效率不断

提升，促使经营业绩得到较大幅度增长。

周期性行业迎来旺季

除上述高景气度行业外，部分行业受周期

性影响，四季度有望迎来高景气周期。

以造纸行业为例， 三季度以后，“双十

一” 、圣诞节、春节等节日补货节点增加，下游

包装行业进入补货周期， 造纸行业进入传统

需求旺季。 随着下游需求量增长，龙头公司四

季度提价可能性增加， 相关上市公司业绩有

望出现拐点。

房地产行业方面，受“金九银十” 逐年转

淡影响， 多数房企为完成全年销售业绩目标，

在四季度发起销售冲刺。部分龙头房企刷新销

售纪录。

以中国恒大为例， 公司2019年10月份共

实现合约销售金额约903亿元， 环比增长约

8.7%，同比增长约70.2%，继上月之后再度刷

新单月合约销售金额的历史纪录。 2019年10

月， 公司共实现合约销售面积约967.3万平方

米，合约销售均价为9336元/平方米。

某大型国有房企高管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近几年来受房地产政策调控影响，“金

九银十” 的概念逐渐弱化，但开发商还是习惯

把重头的货值放在下半年。这是由行业开发节

奏和行业规律所决定。仅少数头部房企可以做

到全年平滑供货，使得每个季度的销售额比较

均匀。 对大部分二三线房企而言，下半年都是

推盘销售的重点。

双11成交额创新高 消费市场潜力大

本报记者 杨洁

天猫方面宣布，截至11月11日16时31分12秒，2019天猫双11成交额已超过2135亿元，突破2018年天猫双11全天成交额。 截至11月11日22时，2019天猫双11成交额达到2457.1亿元，目前仍在向上刷新。

其他电商平台消费数据也在不断上升，显示出国内消费的强大潜力。 截至11月11日14时37分，“11.11京东全球好物节”累计下单金额突破1794亿元。 11月11日0时至12时，苏宁易购双11当天12小时订单量同比增长86%。

物流订单数量攀高峰

天猫双11成交额再创新纪录，源于广泛消费群体的参与。 过去两年，淘宝天猫的月活跃用户增长2.26亿。 据阿里巴巴天猫及淘宝总裁蒋凡介绍，今年参与天猫双11的消费者预计将超过5亿人，比去年增长1亿。

伴随成交额创新高，物流订单再攀高峰。 截至11月11日18时31分，2019天猫双11物流订单突破10.42亿单，超过2018年天猫双11全天物流订单总量。

从2009年第一年天猫双11的26万件到2018年的10.42亿件，过去10年天猫双11物流订单增长4000倍。 订单越来越多，而快递越来越快。 2013年，送达1亿个包裹需要9天，到2018年只用2.6天。 今年天猫双11开场仅8小时，物流订单已发货过亿。

京东物流今年双11的重点是在时效及分拣方面。 从10月15日起，京东物流就启用了两大百万级的智能分拣中心备战双11，成都亚洲一号和武汉亚洲一号正式投入使用，采用系统性的智能设备，订单集中式、规模化处理，提高整体分拣效率。

苏宁则推出“1小时场景生活圈”，打造了“1公里30分钟达闪电配送+苏宁全业态1小时内触达”的产品———“随时”。双11前12小时数据显示，“随时”订单最多的10座城市依次为深圳、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杭州、成都、西安、武汉、沈阳，平均送达时间仅22分钟。

角力下沉市场

中信证券11月11日发布的研报预计，2019年天猫双11总成交额增速将放缓至20%-25%，2018年天猫双11总成交额增速为27%。

中信证券建议，更多关注用户、品类品牌、营销等多维度的变化。 从用户角度看，下沉市场、小镇青年将是消费互联网核心增量；从营销角度看，直播营销将大规模运用。

下沉市场是天猫、京东、苏宁、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瞄准的新战场。 京东数字科技集团用户中心总经理江明丽11月11日表示：“现阶段是企业角力下沉市场的好时机” 。 数据表明，下沉市场对品牌的要求越来越高，消费偏好逐渐向一二线城市看齐。

京东方面介绍，已经在全国建设4万家左右京东惠民小站，可助力品牌深度下沉到乡镇区域，目前可覆盖1700个区县、80000个乡镇。 除提供商品售卖外，京东惠民小站还为用户提供金融、物流等便民服务，同时搭建一站式下沉营销服务。

天猫方面同样表示，下沉市场爆发是天猫双11的重要动力。 美菱、容声、海尔等家电，百雀羚、珀莱雅等美妆，顾家、喜临门、芝华仕等家具，其爆款产品超过60%订单来自下沉市场。 同时，iPhone11、华为Mate� 30Pro等最热门手机超过一半订单来自下沉市场。

营销手段上，“直播”成为流行的“带货”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天猫双11全球近百个品牌的总裁、高管亲自上阵，进淘宝直播间“带货”；更有1.5万名村播走进田间地头开播，20多位县长排队进直播间吆喝当地特产。

运用区块链技术

11月11日，蚂蚁金服CEO井贤栋表示，2019天猫双11成交额再创新高，体现了中国强劲的内需潜力，对提振整个实体经济具有很大的意义。

井贤栋表示，蚂蚁金服一直强调内需、科技、全球化。 促内需方面，今年天猫双11除了加大C端补贴力度，同时通过金融方式赋能B端商家。 如通过网商银行给商家贷款3000亿元帮助商家备货，为商家提供花呗服务，“数字金融的助力，对整个消费、内需方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井贤栋说。

阿里巴巴则在科技层面做足了工夫。 今年天猫双11订单创峰值，达到54.4万笔/秒。 支撑这一交易峰值平稳顺利度过的是阿里巴巴核心系统全面上云，成功扛住全球最大规模的流量洪峰。

蚂蚁金服副CTO胡喜介绍，支付宝自主研发的分布式数据库OceanBase每秒处理峰值达到6100万次，保证双11每一笔支付“如丝般顺滑” 。 今年10月，OceanBase在“数据库世界杯”TPC-C基准测试中打破了联机交易处理系统（OLTP）世界纪录，成为首个登顶该榜单的中国数据库产品。

井贤栋提到了区块链技术在今年双11中的大规模应用。“超过4亿件进口商品的溯源认证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成，让消费者买得更加放心，并将区块链技术用于供应链融资。 ”

提供高铁运输和线路使用服务

京沪高铁主业明确定位清晰

□本报记者 崔小粟

近日，证监会在《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简称“反

馈意见” ）中，针对公司定位提出京沪高铁“是否

为资产管理公司而非高铁旅客运输公司” 的疑问。

对此， 相关人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京沪高铁主营业务是为旅客提供高铁运输服

务，为其他铁路运输企业提供线路使用服务。 京沪

高铁公司没有资产管理相对应的业务，也未通过资

产管理活动取得业务收入，不具备资产管理公司的

任何特征。

与资产管理公司有本质差别

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总

资产规模为1870.8亿元，员工人数67人（含借调人

员25名），人均管理资产规模27.9亿元。 职工薪酬方

面，2016年至2019年前三季度， 京沪高铁的职工薪

酬分别为3545.53万元、3598.39万元、3725.03万元、

2214.53万元，薪酬持续增长。

证监会在反馈意见中要求京沪高铁说明公司

员工的主要工作分工、是否为资产管理公司而非高

铁旅客运输公司、核心竞争能力、是否有完整的业

务体系。

对此，相关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京沪高

铁公司是京沪高速铁路及沿线车站的投资、 建设运

营主体，委托北京、济南、上海局集团公司进行运输

管理。“京沪高铁并不是利用别人的资产去赚钱，而

是通过自有的生产性资产直接收取相关费用获得收

入。 产品设计、线路管理、质量监督、设施设备维护、

更新改造等生产环节全部由京沪高铁公司自身完

成。 这与资产管理公司有着本质差别。 ”

而京沪高铁员工人数之少则与公司采用的“委

托运输管理模式”开展高铁客运业务有直接关系。

委托运输管理模式是指京沪高铁公司拥有的是

高铁线路、车站等资产，而动车组列车的设备管理、

运输组织管理、安全管理等都委托给沿线铁路局。

“原来北京到上海一共有9条线路，沿线的生产

力布局已经形成。 京沪高铁的经营方法是从沿线铁

路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选择‘精兵强将’ ，在铁路局

的人员设置基础上通过付费快速解决运输组织管理

和设备维修等问题。 ”上述人士指出，作为既有铁路

通道中的增量资源， 京沪高铁委托运输管理模式实

际上是利用行业内大量存量资源做辅助支持。

京沪高铁在招股说明书中表示， 委托运输管理

可充分发挥铁路局在人员、设备、技术、经验等方面

的优势，减少公司自行组建队伍带来的各种问题，降

低运营成本，提高公司的运输质量和效率，避免重复

建设和资源浪费。

解决线路“卡脖子”问题

招股说明书显示， 京沪高铁募资将用于收购京

福铁路客运专线安徽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京福安

徽公司” ）65%的股权，收购对价为500亿元，收购

对价与募集资金的差额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京福安

徽公司主营业务为高铁旅客运输，是合蚌客专、合福

铁路安徽段、商合杭铁路安徽段、郑阜铁路安徽段的

投资、建设、运营主体。

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1月-9月，京福

安徽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约17.66亿元、13.8亿

元，对应的净利润分别为-12亿元、-8.84亿元，合计

亏损超过20亿元。

招股书显示， 正在运营的合蚌客专和合福铁路

安徽段开通时间尚短， 商合杭铁路和郑阜铁路安徽

段仍在建设中，京福安徽公司仍处在市场培育期。

证监会要求披露亏损的原因及未来效益情况，

收购后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收购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与现有业务是否具有协同性。招股

说明书披露， 本次募集资金收购京福安徽公司有助

于京沪高铁扩大网络覆盖，优化路网结构，发挥路网

协同效应，增强骨干作用，形成以京沪通道为骨架、

区域连接线衔接的高速铁路网。

上述人士指出，目前京沪高铁徐州到蚌埠局部

路段由于跨线列车集中，已经接近运营上限。 而京

福安徽公司境内的商合杭线路与京沪高铁的徐州

蚌埠段属于平行线路，可以通过收购京福安徽公司

将京沪高铁目前线路上的跨线列车整合至商合杭

线路运行。

据了解，京福安徽公司管内线路与京沪通道、沿

江通道、沪昆通道、徐兰通道、京港通道等多线路相

连，高铁区域路网优势明显。 “通过收购调整，不仅

可以解决京沪高铁‘卡脖子’的问题，还可以形成京

沪高铁中部小路网，从而大大增加运力，迅速增加营

收水平。 ”上述人士表示。

盈利空间有待进一步释放

京沪高铁被称之为“最赚钱高铁” 。招股书披

露， 公司的核心业务为旅客运输服务和提供路网

服务。

旅客运输服务就是为乘车旅客提供高铁运输服

务并收取票价；而提供路网服务，则为向其他运行在

京沪高铁上的铁路运输企业收取“过路费” 。

2019年1-9月， 京沪高铁旅客运输和提供路网

服务收入分别为120.4亿元和127.4亿元， 前者占总

收入的48.16%，后者占比50.96%。

数据显示， 京沪高铁在京沪旅客通道中的市场

占有率从2011年的开通初期的20%提升至2018年

的73%，成为京沪之间客运交通的主要载体；客座率

则从67.7%提升至2018年的82%。

面对这样的运输密度和较高的客座率， 公司如

何持续提升盈利能力？上述人士指出，京沪高铁运力

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商合杭高铁今年底开通后，可

分流一部分跨线列车， 提高京沪高铁整体运能；同

时，京沪高铁可通过提高17节大编组动车组列车占

比，增加重联动车组列车比例的方法，进一步提升京

沪高铁客座能力。 此外，通过提高夜间检修效率，增

开高铁夜间货运班次的方法， 提升运能利用效率。

“未来京沪铁路可通过城际间干线通讯、 沿线土地

开发、高端旅客延伸服务等方面拓展‘高铁+’ 业务

模式，资源开发空间广阔。 ” 上述人士表示。

双11成交额创新高 消费市场潜力大

� 天猫方面宣布，截至11月11日16时

31分12秒，2019天猫双11成交额已超

过2135亿元， 突破2018年天猫双11全

天成交额。 截至11月11日22时，2019天

猫双11成交额达到2457.1亿元，目前仍

在向上刷新。

其他电商平台消费数据也在不断上

升，显示出国内消费的强大潜力。截至11

月11日14时37分，“11.11京东全球好物

节” 累计下单金额突破1794亿元。 11月

11日0时至12时， 苏宁易购双11当天12

小时订单量同比增长86%。

□本报记者 杨洁

机器人来回穿梭，大幅提升包裹分拨速度。 菜鸟网络供图

证券名称

预警

类型

预计归母净利润

上限（万元）

同比增长

（%）

星期六 预增

20000 2138.74

康力电梯 预增

26000 1572.26

福鞍股份 预增

11300 1209.61

沃尔核材 预增

21540 950

同为股份 预增

4000 907.73

神州信息 预增

40000 850.2

鸿博股份 预增

3800 638.85

天顺股份 预增

3700 536.89

梦网集团 预增

50000 536.37

益生股份 预增

230000 533.89

美利环保涉嫌环境违法行为发生在参股之前

美利云称生产经营不会受重大影响

□本报记者 于蒙蒙

美利云11月11日晚公告称，美利环保涉嫌

环境违法行为发生在公司参股之前，涉事黑液

倾倒地点不在公司林区范围，本次环保事件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证券

报11日刊发深度报道 《腾格里沙漠再现大面

积污染 上市公司美利云或难脱干系》， 客观

呈现了污染事件及其与美利云之间的关系。

公司称仅对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

美利云在公告中称，美利环保为公司参股

40%的公司，公司仅对720万元出资额承担有

限责任。 因该公司持续亏损，公司已于2013年

底确认了全部损失720万元。 本次环保事件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表示其早已将对美利环保的长期投

资确认全部损失，意思就是说再罚、再亏也算不

到我头上了。”浙江高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汪志

辉律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但是否会有其他

损失还得看具体情况， 譬如美利云是否向美利

环保提供了股东借款，如有借款，当美利环保没

有能力还款时，也会造成股东借款损失。

美利云表示，美利环保原名宁夏美利纸业

集团环保节能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8

月19日，为原美利集团全资子公司。 2006年6

月，宁夏美利纸业集团环保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更名为宁夏美利纸业集团环保节能有限公司。

当月，公司参股宁夏美利纸业集团环保节能有

限公司。

股价遭遇跌停

位于宁夏中卫的防沙治沙示范林近期被

发现多处排污池藏身其中，并迅速成为舆论关

注的焦点。 11月10日，官方最新通报显示，污

染场地系1998年-2004年美利环保将美利集

团产生的部分造纸黑液倾倒所致。 中卫市生

态环境局已经对美利环保涉嫌环境违法行为

进行立案调查。

11月11日开盘，美利云股价即下挫，至上

午11时许下探跌停板，随后牢牢封住跌停板，

终以跌停板价6.4元/股报收。

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当日游资盘踞，仅

有买四为机构专用。 买方前五席合计交易金

额1046.27万元， 卖方前五席合计交易金额

2380.29万元。值得注意的是，买一营业部和卖

五营业部均为财通证券上海漕溪路，交易金额

亦完全一致，均为336.39万元。

物流订单数量攀高峰

天猫双11成交额再创新纪录，源于广泛

消费群体的参与。过去两年，淘宝天猫的月活

跃用户增长2.26亿。 据阿里巴巴天猫及淘宝

总裁蒋凡介绍，今年参与天猫双11的消费者

预计将超过5亿人，比去年增长1亿。

伴随成交额创新高，物流订单再攀高峰。

截至11月11日18时31分，2019天猫双11物

流订单突破10.42亿单， 超过2018年天猫双

11全天物流订单总量。

从2009年第一年天猫双11的26万件到

2018年的10.42亿件， 过去10年天猫双11物

流订单增长4000倍。 订单越来越多，而快递

越来越快。 2013年，送达1亿个包裹需要9天，

到2018年只用2.6天。 今年天猫双11开场仅8

小时，物流订单已发货过亿。

京东物流今年双11的重点是在时效及

分拣方面。 从10月15日起，京东物流就启用

了两大百万级的智能分拣中心备战双11，成

都亚洲一号和武汉亚洲一号正式投入使用，

采用系统性的智能设备，订单集中式、规模化

处理，提高整体分拣效率。

苏宁则推出“1小时场景生活圈” ，打造了

“1公里30分钟达闪电配送+苏宁全业态1小时

内触达”的产品———“随时” 。 双11前12小时

数据显示，“随时” 订单最多的10座城市依次

为深圳、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杭州、成都、西

安、武汉、沈阳，平均送达时间仅22分钟。

角力下沉市场

中信证券11月11日发布的研报预计，

2019年天猫双11总成交额增速将放缓至20%

-25%，2018年天猫双11总成交额增速为27%。

中信证券建议， 更多关注用户、 品类品

牌、营销等多维度的变化。 从用户角度看，下

沉市场、小镇青年将是消费互联网核心增量；

从营销角度看，直播营销将大规模运用。

下沉市场是天猫、京东、苏宁、拼多多等

电商平台瞄准的新战场。 京东数字科技集团

用户中心总经理江明丽11月11日表示：“现

阶段是企业角力下沉市场的好时机” 。 数据

表明，下沉市场对品牌的要求越来越高，消费

偏好逐渐向一二线城市看齐。

京东方面介绍， 已经在全国建设4万家

左右京东惠民小站， 可助力品牌深度下沉到

乡镇区域，目前可覆盖1700个区县、80000个

乡镇。除提供商品售卖外，京东惠民小站还为

用户提供金融、物流等便民服务，同时搭建一

站式下沉营销服务。

天猫方面同样表示， 下沉市场爆发是天

猫双11的重要动力。 美菱、容声、海尔等家

电，百雀羚、珀莱雅等美妆，顾家、喜临门、芝

华仕等家具， 其爆款产品超过60%订单来自

下沉市场 。 同时 ，iPhone11、 华为Mate�

30Pro等最热门手机超过一半订单来自下沉

市场。

营销手段上，“直播” 成为流行的 “带

货”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天猫双11全球

近百个品牌的总裁、高管亲自上阵，进淘宝直

播间“带货” ；更有1.5万名村播走进田间地

头开播，20多位县长排队进直播间吆喝当地

特产。

运用区块链技术

11月11日， 蚂蚁金服CEO井贤栋表示，

2019天猫双11成交额再创新高，体现了中国

强劲的内需潜力， 对提振整个实体经济具有

很大的意义。

井贤栋表示，蚂蚁金服一直强调内需、科

技、全球化。 促内需方面，今年天猫双11除了

加大C端补贴力度，同时通过金融方式赋能B

端商家。 如通过网商银行给商家贷款3000亿

元帮助商家备货，为商家提供花呗服务，“数

字金融的助力，对整个消费、内需方面有很大

的促进作用。 ”井贤栋说。

阿里巴巴则在科技层面做足了工夫。 今

年天猫双11订单创峰值， 达到54.4万笔/秒。

支撑这一交易峰值平稳顺利度过的是阿里巴

巴核心系统全面上云， 成功扛住全球最大规

模的流量洪峰。

蚂蚁金服副CTO胡喜介绍，支付宝自主

研发的分布式数据库OceanBase每秒处理

峰值达到6100万次， 保证双11每一笔支付

“如丝般顺滑” 。 今年10月，OceanBase在

“数据库世界杯” TPC-C基准测试中打破了

联机交易处理系统（OLTP）世界纪录，成为

首个登顶该榜单的中国数据库产品。

井贤栋提到了区块链技术在今年双11中

的大规模应用。“超过4亿件进口商品的溯源

认证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成， 让消费者买得更

加放心，并将区块链技术用于供应链融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