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综合

2018年6月14日～20日 责编 张翼鹏 美编 季枫
E-mail: 1487350119@qq.com

A07

任红军表示，在物联网语境下，
汉威科技有机会成为下一个 BAT

汉威祥云物联网平台上线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陈玉尧

核心提示 近日，汉威科技倾全力打造的“汉威祥云物联网平台”正式上
线。在简短的发言之后，汉威科技董事长任红军就把对外展示的机会留给了
年轻的后辈们。
不过，在谈到物联网语境下汉威科技的未来时，在河南民营上市公司中
一向以“低调的学术派”闻名的任红军也忍不住高调起来：
“都在问下一个
BAT 会是谁？在物联网的语境下，汉威科技有希望也有机会成为下一个
BAT。
”

河南首个基于传感器应用的物联网平台上线
6 月 8 日，在河南省物联网行业协
端汇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生态资源，
会主办的河南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论
打通物联网感知、传输、平台、应用的完
坛上，河南省首个基于传感器应用的物
整链路，形成资源富集、知识复用、合作
联网平台——汉威祥云物联网平台正
共赢的物联网新生态。事实上，作为国
式发布。
内率先布局物联网的企业，近年来汉威
资料显示，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科技在智慧水务、智慧城市等领域取得
公司，是一家以传感器为核心的物联网
了不俗的成绩。
企业，此次发布的祥云物联网平台立足
2015 年初，汉威科技出资 3 亿元、
传感器、仪器仪表应用，
依托汉威科技集
以 PPP 模式整合郑州高新区供水资源，
团领先的技术能力，
力求形成资源富集、 通过物联网的模式为城市智慧水务实
践奠定了坚实基础。
知识复用、
合作共赢的物联网新生态。
据汉威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
据了解，郑州高新区水厂日供水量
在智能传感、仪表终端的领先制造能力， 为 20 万吨，担负着高新区 100 平方公里
祥云物联网平台将汉威对设备性能参
近 10 万用户的供水服务，通过汉威科
数、传感器数据模型的深厚经验沉淀开
技的智慧水务，用户随时随地都可以通
放出来，
惠及更多的仪器仪表制造企业， 过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查询自家的
同时将汉威集团多年来在燃气、水务、热
用水信息及水质状况，水厂对客户的服
力、工业安全、环保等垂直行业的实践经
务做到了透明化、公开化；
结合地理信息
系统（GIS）、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验模型化、标准化，形成多行业、多维度
的应用模型、
数据模型及业务逻辑模型。 （SCADA）还原了供水管网的空间走向
此外，汉威提供场景化开发平台， 及实时数据，让建成二十多年的地下供
将制造能力和行业信息、硬件能力、数
水管网有图可循；
通过 3D 建模将梧桐水
据能力在云端整合，将终端制造企业、 厂各个工艺车间、工艺流程场景化，
并在
行业客户、第三方开发者等主体在平台
平台统一展现，
实现了无人值守。

银行理财收益连续三月下跌
融 360 监 测 的 数 据 显 示 ，5 月 份 银 行 理 财 产 品 平 均 预 期 收 益 率 为
4.82%，连续 3 个月下跌。随着年中考核即将到来，6 月份收益率有望结束
三连跌态势。不过融 360 理财分析师认为，年中过后市场资金面仍然会相
对宽松，下半年银行理财收益率继续小幅下降的概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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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理财、保本理财产品占比下滑

4 月份资管新规出台之后，
银行已经
做出调整，比如保本理财及 3 个月以内
理财产品占比逐渐下降，不过净值型理
财产品增加缓慢，
新增产品有限，
投资者
对净值型产品的接受程度还比较低。
银行理财转型之下，该如何购买理
财产品？
融 360 理财分析师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对流动性要求不高的投资者来
说，尽量购买中长期理财产品；第二，尽
量购买中小型银行的理财产品。大银
行的收益率通常要低于中小银行的收
益率，是近两年无论大银行还是小银
行，理财产品亏损的可能性还是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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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对流动性要求较高的投资者
可以选择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今后 3 个
月以内理财产品将会越来越少，如果投
资者对流动性要求较高，则可以考虑开
放式净值型理财，
可以随时支取。
业内专家表示，从最近几年金融强
监管开始，人行及相关金融监管部门下
发了一系列文件，其中，
《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即“资
管新规”非常重要。打破刚性兑付、实
行净值化管理，是整个文件中最重要、
最核心的内容。许多投资者对理财风
险意识淡薄，而打破刚性兑付、实行净
值化管理有利于强化风险意识。

专注投融资咨询服务 服务实体经济

投资市场鱼龙混杂，对于部分投资
者而言，只看高收益不看高风险，对投
资项目缺乏专业辨别力，专业、客观地
分析推荐显得尤为重要。
大河阳光理财俱乐部作为大河报
旗下品牌，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只和正
规金融机构合作，致力于为会员提供相
关投资咨询、融资咨询、金融知识讲座
及会员成功经验交流分享等服务。
俱乐部目前着力推荐的大河财立
方财富管理公司（简称大河财富），成立
于 2017 年 12 月，是河南大河财立方传
媒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打造的第三方财
富管理平台，致力于为个人、企业提供
投+融资解决方案，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河南大河财立方传媒控股有限公
司是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网络传
媒集团联合中原金控、中原证券、中原

资产、郑州投资控股、河南华隆股权投
资基金共同发起设立的，构建国内财媒
界首家金融投资服务链接商。
温馨提醒：投融资咨询、金融知识
讲座等服务仅针对大河阳光理财俱乐
部的会员开放，读者如需加入俱乐部，
可扫描关注“大河财富官微”回复“姓
名+电话”
或致电服务热线咨询。
1.郑州市花园路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 米 路 北 大 河 报 广 告 中 心
0371-61171939、61171933
2.郑州市郑东
新区商务外环 2 号
传 媒 大 厦 23 楼
0371-67125858、
67129898
（理财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汉威科技的 BAT 野心
在国内谈到互联网巨头，很多人首
先想到的就是 BAT。6 月 8 日，随着汉
威祥云物联网平台的推出，在汉威科技
董事长任红军看来，
“借助物联网，汉威
科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 BAT”。
事实上，经过 20 年的发展，汉威科
技从国内气体传感器出发，业务已经横
向拓展到气体、湿度、流量、压力、加速
度等门类，纵向补全包括传感、智能终
端、通讯、云计算、地理信息等物联网技
术。从具体门类上看，汉威科技已形成
国内稀缺的“传感器+监测终端+数据采
集+GIS+云应用”的整套物联网系统解
决方案。业务应用覆盖智慧城市、智慧
安全、智慧环保、居家健康等行业领域。
如今，随着汉威祥云物联网平台的

推出，标志着汉威科技一直致力于打造
的物联网应用产业生态圈呼之欲出。
据了解，该物联网应用产业生态圈将互
联网、物联网技术与应用行业高度融
合，真正实现智能、智慧化管理，助推传
统产业升级，具备高度的可复制及扩张
性。
实际上，尽管在采访当中，任红军
对汉威祥云物联网平台只给出了 80 分
的成绩，但对于汉威科技在物联网板块
的未来，
任红军一如既往地保持信心。
“借助物联网，汉威科技有希望也
有机会成为下一个 BAT。对此，我们很
有信心。”任红军在接受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原吃货地图”发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周世龙 文图
隐匿于街角巷尾的本土味道，哪儿
能找到？6 月 9 日上午，
由中原银行打造
的
“中原吃货地图上线发布仪式”
举行。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协会领导、中原
银行相关领导以及河南省餐饮商家代
表、中原银行客户、媒体、自媒体代表等
200 余人来到现场见证发布。
据了解，中原吃货地图是由中原银
河南美食地图
行精心打造的最具本地特色的线上化美
食平台，
中原吃货地图不同于以往传统的
通过此场景查看河南特色美食店铺、
特色
美食平台，该平台深入河南省 18 市地
菜品、
享受特惠商铺让利优惠。
108 县 5000 多个乡镇挖掘当地最具特色
平 台 目 前 已 经 有 5000 余 商 家 入
的美食，
让厌烦了连锁式快餐的吃货们找
驻，具有美食全、平台广、优惠多、特色
到隐匿在街角巷尾令人难忘的味道。
足、支付快、方便用的特点，以特色美食
据了解，
该平台还为城市、
县域、
乡镇
为宣传主题，通过对美食场景的梳理，
特色美食店提供免费的系统工具和服务， 让
“吃货”
们重新了解
“舌尖上的中原”。
帮助商户进行客户导流，
让
“酒香也怕巷
与会嘉宾表示，每一座城市，都有
子深”
的特色美食店进入大众视野。
自己的“美食地标”以及“地标美食”，
该美食平台一期拟实现河南美食标 “中原吃货地图”的发布，对保护和传承
签地图、
商铺定位、
商铺信息管理、
商铺展
河南本土特色餐饮具有里程碑式的影
示、商铺推荐、评论点赞等功能。客户可
响和意义。

又一共享汽车布局郑州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沛
细心的市民发现，一款名为“摩范
出行”的共享汽车又悄然现身郑州街
头，随着海马庞大、绿驰汽车、一步用车
等品牌布局郑州，郑州共享汽车市场保
有量突破万辆，市场培育趋于成熟，或
将迎来“价格战”。对于习惯使用共享
汽车出行的市民来说，
这无疑是利好。
“摩范出行”属于北汽集团旗下华
夏出行，华夏出行郑州相关负责人李美
告诉记者，目前已经有 500 辆 SUV 电动
汽车进入郑州市场，每辆汽车保守里程
160 公里，可满足市区及近郊的出行需
求，
“ 随着停车网点和充电网点的完善，
还将会有更多的汽车投入郑州市场”。
据介绍，
“摩范出行”
对芝麻信用达到
700 分以上的市民免押金，
不满足条件者
也只收取 599 元押金。华夏出行日租
139 元/天，
夜租晚 7 点至次日早上 7 点只
需要 48 元，与往常市面上每天 200 至
300元封顶的价格相比，
优势非常明显。
随着市场的充分竞争，消费者的体
验感也会越来越重要。一名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
“ 共享汽车对停车位置和充
电站的布局有较高的要求，各品牌共享
汽车的竞争，也使不少消费者面临不同

场景使用不同品牌汽车需缴纳较高押
金等问题，如何增强用户黏性，是企业
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少企业在消费者关心的押金方
面引入信用体系。如河南本土企业“一
步用车”将此前的 2000 元押金逐步降至
599 元。
“ 另外，我们也会根据消费者还
车、缴纳违章罚款等情况进行信用评
级，缴纳不同数额的押金。”一步用车总
经理王刚表示。
在场景布局方面，有汽车生产厂家
背景的企业也进行了多方尝试，如此次
华夏出行与北汽新能源达成战略合作，
联合打造“摩范驿站”项目，北汽新能源
计划开放在河南的所有一级、二级经销
商的销售和服务渠道，免费提供给华夏
出行做运营网点，
扩大了网点数量。
“相对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想做
到随借随停还有很大难度，面对有限的
停车位、充电站资源，如何解决多品牌
的便捷取车、便捷停车问题，需要行业
和政府共同破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但随着越来越多品牌布局郑州，共享汽
车也将面临充分的市场竞争，市民也将
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