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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月底的第十届常州市“十大
杰出青年”评选中，江苏三艾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顾蓓成功当选。

谁是顾蓓？看名字，很容易让人
混淆成女生，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阳
光大男孩。

记者首先翻出了他的微信，在个性
签名上顾蓓这样写道：“山有顶峰，海有
彼岸。余味苦涩，终有回甘。”一句话，诠
释了他的创业理念：先苦后甜，勇往直前。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希望是本无
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
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所以,永远不能小看梦
想的力量，顾蓓就是怀揣互联网梦想
坚定上路，这个 85 后的年轻人，开始
打造属于自己的IT王国。

2009 年，顾蓓白手起家，从互联
网基础服务开始做起。他一直庆幸自
己的选择。“我们起步正赶上了互联网
发展的又一个黄金十年。”顾蓓说，当

时，互联网已在商业和生活服务中广泛
应用，譬如淘宝购物、百度搜索、QQ聊天
等信息工具已成为大众必不可少的沟通
渠道。毋庸置疑，这块价值热土成为各
路创业豪杰竞相角逐的战场。

市场经济给每个人的机会是均等
的，“如何独辟蹊径，找出企业未来发展
的准确之路，成了创业初期的重中之
重。”顾蓓说，在这股淘金热中，他们找准
了角色定位。“我们专注于提供质量最好
和最佳的云计算服务，身份更类似一个

‘卖铁锹’的人。”他认为，再好的互联网
产品也离不开稳定可靠的服务器支撑。

正是这种高瞻远瞩的独到眼光，
2010 年，主攻 IDC 产业的“3A 网络”官
方网站正式上线。

此时，梦想种子终于破土而出，在虚

拟世界里走出了第一步。
创业过程中，他必须面对各种问

题。当事业亮起红灯时，他果断冷静，精
准决策。采用“瘦身”计划，对公司架构
进行重新调整，激励员工，鼓舞士气；运
营上，大刀阔斧砍掉非核心业务，集中力
量做好优势业务；管理上，整饬团队，劝
退毫无斗志的员工，加强员工培训和人
才储备。同时，集中各岗位优秀员工、技
术骨干、中层主管成立智囊团，增强企业
管理决策能力。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顾蓓
联合百度公司运营了百度（常州）创新中心
以及百度（阳泉）创新中心，通过百度ABC
战略帮助本地技术开发者、互联网服务创
业者进行创新创业指导。目前孵化企业累
计超过45家，入场创业青年达到310人。

在顾蓓的专注运营下，几年间，一支
规模百余人的专业团队形成，分公司更是
涉足香港、上海、江苏等地。现公司汇集
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管理、运营、服务等实
力逐渐壮大，短短几年，从白手起家到一
次次获得腾讯科技的最佳IDC服务商、最
佳技术服务提供商、互联网站长年会最佳
IDC服务商等荣誉，可谓一鸣惊人。

目前，江苏三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认证双软企
业，中国互联网协会会员单位，国内领先
的 IDC 基础服务提供商，江苏省两化融
合试点企业，2017江苏省第五届互联网
大会名企汇荣誉单位。拥有工信部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地区增值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证》，获准经营互联网资源协
作服务（云服务）、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IDC）、因特网接入业务（ISP）、信息服
务业务（ICP）等业务。致力于为政府、
企业提供基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全套解

决方案，为现代化云数据服务提供强劲
动力。2017 年三艾网络累计开票销售
1.16亿元。 姜小莉

——记江苏三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顾蓓

顾蓓与他的 IT 王国

智能化的现代社会里，高科技在家
庭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于是，各种
脑洞大开的家居产品纷纷抢占高地，让
你忍不住想买买买。美国生命科学网
集结了近几年最实用、最异想天开的智
能家居产品，为你呈现一个省心省力又
环保的家。未来的家到底有多智能？

治打鼾床垫 一键
抬起身边打鼾人

睡觉时身边的人呼声震天怎么

办？让智能床垫帮你一把。世界上第一
款智能床 Sleep Number X12 分为左
右两区，每一侧都可以独立调节角度，如
果半夜被身边的人吵醒，你可以通过遥
控器或语音指令启动另一侧床垫的止鼾

模式，这种模式下，该侧床垫的头部位置
会轻轻抬起，保证睡在上面的人呼吸畅
通，从而停止打鼾。

个人气象站 监测房
间大气环境

不放心天气预报的污染指数，不如
自己在家私人定制一个小型气象站，听
起来是不是就很高端洋气？这款时尚
纤薄的 Netatmo 个人气象站可以精确
监测环境状况，包括温度和气压，甚至
还可监测环境噪声级别。然后，通过关
联手机端的 APP进行数据处理，并通过
图表了解气温、二氧化碳浓度、湿度甚
至穿衣指数。

智能门锁 手机远程
操控开关门

出门在外怕家里被撬锁、担心贵客
上门扑空、怕孩子给陌生人开门？现
在，一款叫做“Goji”的智能门锁正在试
图取代人们使用了几百年的钥匙。有
了这款智能锁，在夜里不需要担心孩子
偷偷溜出去，因为这款智能锁可以记录
所有开门的人和开门的时间，让叛逆的
孩子们无计可施。而且，这款锁可以给
每一个敲过门的人拍照，留存记录。

连网灯泡 缓慢变亮
叫你起床

灯泡也能上网？新推出的一款无线
灯泡就能让你实现在被窝里开关灯。不
仅如此，早上醒来时再也不用伴着讨厌
的闹铃轰炸声了。这款灯泡可以通过设
定，在固定时间慢慢由暗变明，让你在光
线的温柔变化中，逐渐适应起床的时间，
说不定就此治愈了你那恼人的“起床
气”。同时，这款灯泡还可以作为家中的

“防火小卫士”，如果检测到烟雾，会自动
开灯；如果检测到一氧化碳，灯光会变为
红色。目前，研究人员还在调查灯光颜
色和色调如何影响人体感知温度。

室内温控器 推测回家
时间提前暖房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家里那笨重的手

动温控器，那这款鸟巢式温控器也许能
让你重燃热情。这款恒温器以圆形为
主体，简洁的界面设计，利用旋转的操
作方式，省略多余的按钮设计，随手转
几下就搞定设置。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是，它会学习“主人”的习惯。比如，在
你离开家后，自动将温度调节功能减
弱，而在你要回家之前，它就会先将室
内调节到合适的温度，让你一进家门就
有如沐春风的感觉。要实现这种神奇
的感官体验，这款温控器需要一个星期
的时间做常规检测。

睡眠传感器 分析数据
找出失眠原因

感觉自己睡得很好，第二天却仍然
无精打采，也许问题出在你自以为良好
的睡眠质量上。这款 Beddit 睡眠传感
器可以帮你解开谜题。它能够收集和分

析与睡眠相关的数据，比如睡眠时间和
效率，心率、呼吸、移动、打鼾，室温、湿度
等信息。如果传感器发现你总是在夜里
2点醒来，它还会根据周围环境给你一些
建议，比如可能是房间太冷，或者因为打
呼噜导致呼吸不畅而醒来。据 Beddit
官网介绍，该设备借助心脏冲击描述
图（BCG）来测量心脏、肺部以及其他
身体机能。

管家冰箱 记录食材
采购时间、存量

家庭主妇们都想拥有一款智能冰
箱，让自己的食材有最好的储存空间。
目前，一家韩国公司已经推出了不仅是
用来冷冻的智能冰箱，冰箱的门内侧有
一个触控屏，在这里你可以记录食材的
采购日期、跟踪冰箱内食物的储存量，
还可以边做饭边看新闻、听天气预报，
让做饭不再无聊。同时可以下载手机
APP 与冰箱联通，随时随地了解冰箱里
食物的数量、保鲜保质信息，可为用户
提供健康食谱和营养禁忌，还能提醒定
时补充食品等。

来源：上海科协

未来的家到底有多智能？

环球 财经

上周，明晟公司(MSCI)公布了最
新意向纳入 A 股成分股名单，受此影
响，互联互通市场明显提振，北上资金
单周净买入达到 161 亿元，创下深港
通开通以来单周净买入最高金额。其
中，七成以上“入摩”成分股获北上资
金增持，五粮液、贵州茅台、大族激光
增持金额居首，另外，多只煤炭、化工
龙头股获罕见的大力度加仓。

创业板连续三周遭减持

统计显示，5月14日至18日，北上
的资金合计成交839亿元，环比增加，其

中净买入161亿元，创下深港通开通以来
最高金额；相比之下，南下资金出现净卖
出，港股通单周净卖出高达13亿港元。

从板块方面来看，北上资金对创业
板互通标的连续三周减持，而深市主板、
中小板和沪市主板标的均被增持。其中，
对沪市主板互通标的平均持股比例已经
升至 0.72%，创新高。整体来看，MSCI
相关成分股成交活跃，周内 172 只个股
获增持，占本次纳入总数七成以上，北上
资金合计净买入约73亿元。显然，MSCI
成分股作为重要指引，已经吸引了近半
数北上资金的集中净买入。

需要注意的是，按规定，MSCI 这些
成分股是陆股通标的，且 MSCI 越发重
视互联互通交易资格，一旦不再被纳入
互联互通标的，将面临被剔除出指数风
险。经记者对比去年 6 月最初拟纳入名

单，本次调整后的成分股指引名单中，歌
华有线、*ST船舶、广汇能源和永泰能源
被剔除，这些个股已被剔除出陆股通名
单，被限制交易，只可单向卖出。另外，本
次最新纳入 MSCI 的成分股中，通化东
宝、科伦药业获增持力度居前。

北上资金强力加仓资源股

上周，白酒继续成为北上资金加仓
标的，五粮液、贵州茅台获增持力度居
前。医药生物标的资金流入出现分化，龙
头股恒瑞医药被减持力度居首，金额约
2 亿元。值得注意的是，煤炭、石化等资
源类标的获得罕见的大力度增持。据推
测，上周陕西煤业和中国神华分别获北
上资金增持约 3 亿元和 1 亿元，金额居
前。具体来看，虽然当前北上资金持有中
国神华和陕西煤业比例不足 1%，但自 4

月份以来加仓趋势明显。
据统计，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行业景

气度持续增长，去年实现归属母公司净
利润 826.48 亿元，同比增长 1.6 倍，且
一季度行业高景气延续。而且，煤炭板
块最新动态市盈率低于 A 股整体估值
水平，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招商证券
研报指出，当前煤炭库存下滑程度超出
市场预期。

上周五，石化板块在国际油价走
高的推动下，获得市场追捧，中国石
油、中国石化分别收涨 7.33%和 4.5%。
据统计，北上资金还增持了中国巨石、
中国石化和桐昆股份等化工类个股，
其中，中国巨石虽然股价收跌，但周内
获增持金额接近 3 亿元，最新持股比例
迅速增至 4.4%。

摘自《证券时报》

七成“入摩”标的获增持

北上资金单周净买入创纪录

证监会最新披露的IPO审核进度
显示，截至5月17日，IPO排队企业数
量已降至287家。其中，处于正常审核
状态的有 280 家，包括沪市 136 家、深
市中小板 41 家、创业板 103 家；另外，
还有 7 家企业处于中止审核状态。至
此，IPO“堰塞湖”已从最高峰时的约
900家降至不到300家，逐渐“见底”。

随着存量企业的不断消化，IPO排
队时间明显缩短。记者注意到，在近期
上会的拟IPO公司中，不少是2017年7
月之后才申报的，从首次提交材料到上
会审核仅有10个月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IPO审核趋严、
过会率降低的形势下，净利润指标并
无“绝对标尺”，即高盈利不是过会的
保障，赚钱少的公司也有可能拿到
IPO 通行证。证监会发言人上周五否
认了有关创业板、中小板、主板分别设
有 3000 万元、5000 万元、8000 万元

“隐形盈利门槛”的猜测。有专家认为，
未来盈利门槛还会降低，现在的审核
指标越来越看重营收和行业地位、盈
利模式可持续性等多个方面。

排队10个月企业陆续“上会”

随着“堰塞湖”消退，拟 IPO 企业的
排队时间已明显缩短。除“工业富联”等
个别企业，不少在去年 7 月份以后申报
材料的企业开始陆续上会，排队时间仅
有10个月。

以 5 月份的上会情况为例，据证监
会披露，5 月 15 日过会的春光橡塑，其
首次递交 IPO 材料是在 2017 年 7 月 14
日；类似的，5月8日过会的密尔克卫，申
报时间是 2017 年 7 月 7 日。此外，2017
年 6 月 30 日申报的长飞光纤光缆于今
年 5 月 3 日过会，2017 年 4 月 21 日申报
的捷佳伟创于今年5月8日过会。

当然，目前审核的企业中也有排队
时间较长的，例如：于 5 月 3 日过会的天
风证券是在 2015 年 12 月 25 日首次递
交IPO材料的，排队时间约有两年半。

有 资 深 投 行 人 士 对 记 者 表 示 ：
“2016 年以来，企业 IPO 周期在逐步缩

短。现在，排队只有不到 300 家了，估计
一两个月内会降到100至200家。”在他
看来，“未来 A 股的 IPO 审核周期会跟
国际接轨，即平均时间在3到6个月。”

盈利数字并无绝对标尺

在证监会最新披露的IPO审核进度
表中，今年以来的撤单企业已达134家。

有市场传闻称，在创业板、中小板、
主板申请首发上市，企业最近一年净利
润至少分别要达到 3000 万元、5000 万
元、8000 万元，否则不能通过发审会审
核。对此，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 18 日
回应称：“证监会对主板、中小板、创业板
首发企业的审核政策始终没有变化。”

高莉还表示，前一段时间，有部分首
发企业未能通过发审会审核，主要原因
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业务经营不合规；二
是内控有效性存在缺陷；三是会计基础
工作不规范；四是信息披露存在瑕疵；五
是持续盈利能力存疑。

记者注意到，盈利数字并非企业能
否过会的绝对标尺。例如，5 月 15 日过
会的拟在上交所 IPO 的春光橡塑，近两
年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不
足 8000 万元；再往前，今年 1 月份过会
的拟登录创业板的泰林生物，则是近一
年的扣非后净利润不足 3000 万元。反
之，高利润不是企业的“护身符”。

具体来看，春光橡塑主要从事清洁
电器软管及配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2016和2017年的扣非后净利润分别
为7114万元、7708万元，均不足8000万
元。对此，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
所长董登新表示：“8000万‘隐形门槛’这
一说法并不绝对，唯净利润的标准已经
过时了。审核应包含多个指标，若把净利
润标准定得很高，企业其实可以从‘技
术’上完成，但很容易出问题。现在的IPO
审核指标越来越看重营收、行业地位、盈
利模式可持续性等多个方面。”

摘自《上海证券报》

盈利数字并无绝对标尺

IPO堰塞湖“见底”：排队周期缩至10个月

本周首个交易日，沪深股指高开
高走，上证综指站上3200点大关。

上证综指以 3206.18 点开盘，一
路高开高走，最终收报 3213.84 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 20.54 点，涨幅为
0.64％ 。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10765.35
点，涨 92.83 点，涨幅为 0.87％。“中
小 创 ”涨 幅 较 大 。 创 业 板 指 数 涨
1.40％，以 1862.48 点报收。中小板
指 数 上 涨 1.18％ ，以 7428.02 点收
盘。

伴随股指上涨，沪深两市个股普
涨，有 2846 只交易品种收涨，461 只
交易品种下跌。不计算 ST 个股和
未股改股，两市50多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增强现实、芯片
概念、5G板块涨幅居前，涨幅均超过
2.5％；页岩气、乡村振兴、服装板块
跌幅居前，跌幅都在1％以内。

沪深两市成交有所放大，分别成
交2026亿元和2585亿元，总量超过
4600亿元。 据新华社

沪指站上3200点大关

上证综指 3213.84 +20.54 +0.64％
深证成指 10765.35 +92.83 +0.87％

新西兰商业、创新和就业部
近日发布的最新海外游客调查报告
显示，在截至 2018 年 3 月底的一年
中，新西兰旅游收入达 109 亿新西
兰元（1新西兰元约合0.69美元），比
上一年增长 8.66 亿新西兰元。其
中，中国游客消费增长 2.15 亿新西
兰元，占总增量近四分之一。

报告显示，在截至 3 月底的一
年中，新西兰海外游客总量超过
380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其中，澳

大利亚游客在新消费最多，为26亿新
西兰元；中国游客消费 17 亿新西兰
元，排名第二；美国游客消费 13 亿新
西兰元，排名第三。

市场人士认为，近期新西兰元汇
率持续走低，拉动了中、美等国游客的
消费支出。

海外游客调查数据涵盖除游客国
际航段机票外的所有新西兰当地消费
内容，海外游客在本国预订新西兰住
宿消费也统计在内。

新华社惠灵顿5月21日电

中国游客在新西兰消费增长明显

当你坐着舒适的高铁骋驰于
各城市之间，你可了解轨道交通
的前世今生？6 月，市科协带你
来到常州轨道交通产业展示馆寻
找答案。同时，横山桥博物馆的
藏品会让你大开眼界。

常州轨道交通产业展示馆于
去年 5 月正式开馆投运。展示馆
综合运用 3D 投影、VR 技术、全
息成像、L 型天幕、声光电交互沙
盘等前沿科技手段，首次集中呈

现了常州轨道交通产业的百年历史
荣耀、雄厚产业实力和美好发展前
景，集专业性、知识性、趣味性和互
动性于一体。常州横山博物馆设横
山馆、青铜器馆、瓷器馆、奇石馆等
展厅，并附设主题展厅、书画创作室
等。博物馆展出的藏品均为李琪明
先生征集收藏，共有奇石、瓷器、青
铜器等4000余件展品。

6月份共组织4次科普游，时间
分别为 8 日、9 日、22 日、23 日。有
兴趣参加的市民可到青旅各门店现
场报名，每次旅游限定人数为 100
名。每位市民仅收取30元费用，其
余费用均由市科协承担。

6月科普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