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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涨│杀│跌│

星网宇达（002829）：周二涨停。
公司于2016年12月13日上市，12月
29日一字板打开，调整7日后，10日
终于涨停。公司发行价17.65元，主
营惯性组合导航、惯性测量、惯性稳
控产品，产品颇有想像力。若是放在
牛市，该股可能会涨到100元以上才
开板，不过目前市场弱，现在这价格
也不能说低估。其后劲如何呢？要
看次新股整体是否能够复苏了。

宝色股份（300402）：周二涨停，
最近6个交易日收出5个涨停板。该
股为何这么牛？只因为其是温州帮前
期运作的，也就是庄股。最近庄股有

个特色，到了顶部或者说尾声，游资会
接棒炒一下。然后，股价或一落千丈，
或继续上涨。不过，对普通投资者而
言，小心总是好的。

世纪华通（002602）：最近两个交
易日跌停。1月6日晚间，世纪华通
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和第二大股
东、第三大股东收购盛大游戏公司部
分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
及大股东将合计间接持有盛大游戏
90.92%的股权。本周一，停牌三周后
该股复牌。其股价去年下半年涨了
两倍还多，早已透支了上述利好，连
续跌停在意料之中。不过，哪天跌透
了放量了，或许就是机会来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次新股的机会

│白│杰│品│股│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探底回
升，尾盘走弱，你怎么看？

答：因尾盘两油的回升，市场最
后一小时再度走弱，不过全天市场
还是有不少亮点，不仅有新热点出
现，且前期热点也有热度，特别是盘
中次新股、高送转板块也一度活跃，
而两市成交继续保持在 4200 亿的
水平，截至收盘两市涨停个股达到
55只。技术上看，近日沪指基本围
绕60日均线阴阳交错，可惜的是收
盘时沪深股指再度失守 5日均线；
60分钟图同样显示沪深股指失守5
小时均线，且60分钟MACD均呈现
死叉态势，使得短期继续修复形态
依然特别关键。期指市场，各期指
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略增，各期指

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略有扩大。综
合来看，震荡反弹格局依然没有改
变，大宗商品的再度走强有望刺激
股指出现放量走高。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20.53元买
入万科A 2.8万股，之后以20.64元卖
出 2.8 万股。目前持有城投控股
（600649）0.1 万 股 ，长 城 信 息
（000748）4.8 万 股 ，广 东 鸿 图
（002101）1.6 万 股 ，多 伦 科 技
（603528） 0.75 万 股 ，梅 泰 诺
（300038） 1.25 万 股 ，万 科 A
（000002）2.8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2885377.82 元，总净值 5904927.82
元，盈利2852.46%。

周三操作计划：长城信息、城投
控股停牌中，梅泰诺、广东鸿图、多伦
科技拟持股待涨，万科A拟先买后卖
做差价。 胡佳杰

继续修复形态

1月10日早上，一则关于“熟人
可以篡改你支付宝密码”的消息在网
络流传。有网友表示，只要登录他人
的支付宝账号，选择“忘记密码”，就
可以通过安全问题验证（识别近期购
买物品或好友）找回密码，从而登录
别人的支付宝账号。

支付宝随后回应表示，通常情况
下，用户找回登录密码至少需要输入
手机短信验证码，只有对于部分暂时
无法收到短信的用户或者更换移动
设备的用户，风控系统才会先进行评
估（比如账户信息完整程度、网络环
境等因素），并在安全系数较高的情
况下，才让用户回答一系列安全问
题，而且只有在回答正确后，才能修
改登录密码。

支付宝强调，这一策略只能找回
登录密码，仅通过回答安全问题并无
法找回支付密码，且一旦用户支付宝
在其他设备被登录，本人设备会收到

通知提醒。
上海交通大学密码与计算机安

全实验室（LoCCS）安全研究团队通
过该问题进行的全面安全测试，指出
基于相关用户信息的密码重置方案
尽管在特定场景下存在攻击面，但是
攻击者的攻击窗口受到实际情况限
制较大，且在完成登录后再进行针对
用户财产的操作会被支付密码进一
步限制，因此很多现有评估存在对安
全威胁的夸大描述。

另有安全专家对笔者表示，因为
存在一些用户在找回密码时，会遇到
无法收到短信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安全问题进行验证，在业内确实
较为常见，用户不必过于惊慌。此
外，支付宝密码分为登录密码和支付
密码，就算登录密码被重置，支付密
码也不会受到影响，用户资金安全还
是可以得到保障。

支付宝同时表示，为了更好提升

用户的安全感，在接到网友反映后，
支付宝已经于10日上午进一步提高
了风控系统的安全等级。目前，仅在
用户自己的手机上，才能通过识别近
期购买商品以及识别本人好友来找
回登录密码，通过其他手机设备是无
法应用这一方式找回登录密码的。

10日中午，笔者在征得一位同事
同意后，在自己手机上试验登录他的
支付宝账户，没有出现回答安全问题
的验证方式，也无法通过这种途径取
得他的支付宝登录密码，而是要通过
绑卡验证、人脸识别等其他方式。

安全专家表示，目前，很多人习
惯丢失银行卡、手机后会及时挂失。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很多人的
生活已与网络账户息息相关，网友们
也应当建立起给网络账户挂失的习
惯，当手机丢失，不仅需要给手机号
码挂失，也需要对手机绑定的网络账
户挂失。

熟人能登录你的支付宝账号？
记者亲测不可行

在过去的2016年中，四川市场
哪些食品品牌表现更优秀？哪些食
品品牌成为了引领行业的标杆？为
激励更多企业在榜样中更好前行，推
动行业健康持续发展。从即日起，华
西都市报携手封面新闻，共同推出
2016食品行业年度金榜，以梳理和寻
找出本年度中食品行业闪耀的明星。

奖项设置
榜样中国·2016年度食尚领袖

大奖
榜样中国·2016年度食尚营销

范例
榜样中国·2016年度食尚公益

成果奖
榜样中国·2016年度食尚优秀

餐饮品牌

参与方式：下载封面新闻客户
端，注册登录后，进入【我的】—【封蜜
club】—2016 年度食尚领袖大奖评选
活动，即可参与报名投票。

评选流程：本次评选将于2017年
1月11日—2017年1月20日在封面新
闻客户端上进行公开报名及投票选
取，主办方及协办媒体将严格审核报
名人员资格，对企业进行核实调查，
并设置活动专题推出系列报道，届时
将根据在线实时投票数排名以及其
市场真实表现和消费者口碑，递交专
业评审团审核确定最终的年度榜单。

本次评选范围涉及白酒、粮油、
调味品、烘焙品、休闲食品、茶叶、乳
业、饮料等食品全行业。欢迎食品企
业积极自我推荐，同时也欢迎广大消
费者推荐。

白酒一线品牌争先创新
2016年，白酒市场出现两极分

化，中小酒企生存环境恶化，一线白
酒呈挤压式增长。去年，茅台推出了

“一带一路”品牌推介活动，深入国际
市场，提升影响力。五粮液也在去年
4月、11月推出“耀世之旅”全球文化
巡展活动。郎酒则携手郎平，喊出

“喝郎酒，打胜仗，神采飞扬中国郎”
口号。洋河搭桥G20峰会，同一系列
中国特产在峰会中亮相。国窖1573
更跨界推出了“国窖 1573·七星盛
宴”，吸引年轻人群的关注。

餐饮餐饮新势力搅动市场
2016年餐饮市场竞争呈现白热

化，有数据显示，目前餐饮企业仅有
20%呈现赢利状态，20%保本，60%的
餐饮店出现亏损。

外来资本大量涌入餐饮市场，加
速行业内洗牌，但成都部分餐饮品牌
依然表现得可圈可点。大龙燚延续
其在品牌营销上的创新思路，深度拓
展市场，保持品牌活力。重庆百宗杀
牛场，在过去一年中多方努力，稳固
了成都根据地市场。小龙坎则作为
成都餐饮圈的一匹黑马，创造了天天
排队的成都餐饮界奇迹。

烘焙品连锁扩张品牌先行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烘焙行业进入提升阶段。目前，国内知
名连锁烘焙企业已经摆脱传统模式，转
而采用中央工厂生产的新型经营模式。

但烘焙行业整体仍显分散，全国
烘焙食品生产企业超1000家，传统
小作坊式的烘焙店更是数不胜数。
随着市场逐步成熟，连锁品牌将更有
竞争力。宫廷糕点铺负责人程德明
说，要不断强化管理、规范生产，才能
更好迎接新竞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怡然

寻找2016食品行业标杆 在榜样激励下前行

华西都市报携手封面新闻
评选食品行业年度金榜

扫描二维码，即可
参与报名投票。

“猎人”出击
每天骑车“打猎”乱停放
“我在海椒市住，上班在玉林

一家医院，平时坐公交有时候要
等半天，路上花的时间太长。骑
单车就很方便了，半小时搞定。”
蒲堂春说。

在享受到共享单车的方便之
余，蒲堂春也发现了乱停放的问
题。“有天早上出门上班，发现有
辆单车就在小区附近，我在APP
上预约好了，但是在小区里绕了
好几圈却硬是没找到。”蒲堂春
说，当天他只有坐公交去上班，直
到晚上下班回家，回到小区路过
一个楼道口时发现了早上他想骑
的那辆车。于是，他第一次拍照
举报了乱停放问题，并且得到了
信用分的奖励。从那以后，蒲堂
春几乎每天都会发现一些乱停放
的车辆，并且随手举报。“最奇葩
的有一个车轮子挂在墙上的，还
有两次发现了挂在树上的。”蒲堂
春说。

其实，像蒲堂春这样的“猎
人”不少，他们平时各有职业，共
享单车都是他们的爱好之一。“我
们有时候下了班没事，就在‘猎人
’群里交流，还会专门骑车出去溜
达‘打猎’，举报违停的车辆。”他
说。

共享单车
成都“圈地战”打响

“APP上显示的单车半天找不到，不是被人挂在了树上就是给抬
到了小区十几楼上。”24岁的成都市民蒲堂春，是一个共享单车的粉
丝。每天骑车之余，他会主动寻找、举报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

让共享单车的管理、运营更规范，最大限度的为市民绿色出行提
供方便，不仅是“猎人”在行动。1月10日，摩拜单车与红旗连锁达成
合作，进一步解决共享单车停放的问题。此外，永安行、OFO等也在
紧锣密鼓布局与线下网点的合作，银行、中移动等线下网点都成为

“圈地战”的一阵地。

成都排名大幅下降
但拥堵稍有加重

从数据看来，2016年度成都
拥堵情况排名虽有大幅下降，但拥
堵程度稍有加重。

报告显示，2016年成都以高
峰拥堵延时指数 1.791，排名第
24，高峰平均车速26.9 km/h，全
天平均车速31.04km/h。

2016年成都的拥堵程度，相
较2015年上涨1.36%，排名大幅
下降，或是因为别的城市更堵了。
仅从这两年的“堵城”全国TOP10
来看，2015年的北京以拥堵指数
2.06排名第一，济南2.04排名第
二，但2016年济南以2.173的拥
堵指数跃居第一，且TOP10中高
峰拥堵延时指数达到“2.0”的城市
数是2015年的两倍。

此外，报告显示，第二季度是
成都2016年最为拥堵的季度，其
中4月15日是366天中最拥堵的
一天，高峰拥堵延时指数2.43，高
峰平均车速19.47 km/h，你还记
得这一天你去哪里了吗？

武侯区依然最堵
成都加班人数全国第五

具体来看，一年过去了，2016
年度成都最为拥堵的区域依然是
武侯区。报告显示，2015年度，武
侯区高峰拥堵延时指数为1.96排
名成都第一，2016 年度依然以
2.01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排名成
都第一。

尽管武侯区连续两年“堵”得

成都第一，但是堵得让人印象深刻
的人民南路四段的拥堵程度却有
缓解。报告显示，2015年人民南
路四段高峰拥堵延时指数达到
2.55，高峰平均车速仅 21.35km/
h，2016年此指数降低至2.314，高
峰平均车速提高至24.41km/h。

此外，2016年度高峰最堵路
段为剑南大道中段，从剑南大道南
段至剑南大道北段方向，其高峰拥
堵延时指数达3.16，高峰平均车速
仅19.43km/h，而2015年此路段
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仅2.06，高峰
平均车速有28.64km/h。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同时发
布了依据交通情况对全国加班情
况的测算。报告显示，全国加班
城市中北京市加班的人最多，占
TOP10城市中的 22.3%，成为年
度最辛劳的城市。排名第二的深
圳在TOP10城市中占21.3%。前
三名北京、深圳、上海成为第一阶
梯，占 TOP10 城市中的 62%以
上。而成都的加班人数占TOP10
城市的加班总人数的7%，仅次于
北上广深四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婷

拥堵程度全国排24位
不是成都不堵了

而是其他城市更堵了
1 月 10 日，高德地图联

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等
机构发布了《2016 年度中国
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在
接受调查的 60 个城市中，
2016 年全国 1/3 的城市通勤
受拥堵威胁，32 城市高峰拥
堵延时指数超1.8，4城市高峰
拥堵延时指数超2.0，其中济
南拿下全国“首堵”的位置，北
京第三，而成都并不在全国

“堵城”前十之列，排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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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纪

2700家超市
设集散点

“以后要是每种共享单车都
能集中停在超市这样明显的地
方，就很方便寻找、使用和停放
了。有时候在超市买了东西，还
能直接骑回家附近，很方便。”蒲
堂春说。事实上也正在成为现
实。华西都市报记者了解到，在
成都，寻找线下网点合作的共享
单车公司，并不只有摩拜一家。

作为摩拜目前的竞争对手之
一，OFO目前正在布局与线下网
点的合作。OFO的城市经理张
翱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已经在与
多个线下网点进行接洽，合作预
计很快便能达成。“不会说只和超
市合作，只要是方便消费者使用、
摆放的，我们都会与网点积极接
洽。”该人士透露。

永安行成都的负责人曾成
则说，目前永安行在成都已经与
300多个工商银行网点达成合
作，重点在其周边投放布局。除
此之外，“我们还和两个区政府合
作，打造共享单车停放示范区。”

小蓝单车则走的是商圈路

线，成都总经理林洁透露，目前小
蓝已经于锦江区的万达、凯德商
圈达成合作。“现在只有两个点，
不过未来会增加到10个，我们的
布局重点就是锦江区。”

WOWO便利连锁创始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汤耀华昨日也
向记者透露，“共享单车很方便，
我自己也用。WOWO便利是
24小时营业的，更便于单车的停
放、取用和管理，我们不仅要和
共享单车合作，还要绿色通行。”
据业内人士透露，已经有共享单
车在与WOWO、中移动网点接
洽合作事宜。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摩拜单
车与红旗连锁达成合作，拉开线
上线下的融合发展，共享单车将
掀起新一轮线下的“圈地战”。

“共享单车与实体店的合作，最
终将是三赢。”红旗连锁曹世如
表示，消费者和双方企业，都将
从中收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童星燕 杨尚智

企业联手
千家超市门口集中停放
让成都共享单车的管理、运营

更规范，让市民享受到更方便的服
务，企业也在加快推进合作。在10
号的签约仪式上，摩拜单车四川地
区总经理李裕贤介绍，2017年1月
初，摩拜单车开始在成都市的红旗
连锁门店开展首批“摩拜推荐停车
点”的立牌和布局工作，目前已完
成51家门店。下一步，将陆续推广
到更多门店。

“今后，红旗连锁将成为摩拜
智能共享单车在成都大街小巷的
重要集散点，来红旗连锁门店购物
的成都市民将享受到摩拜单车无
缝对接的出行服务，摩拜用户也可
将紧急故障车归拢到附近的红旗
店，摩拜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解决
问题。”李裕贤表示，在销售方面，
双方将开展联合促销、多元化营
销，通过线上线下的合作，在鼓励
绿色出行的同时给消费者带来更
多福利。

“2016年，红旗连锁进店消费
已突破3.58亿人次，此次与摩拜单
车的合作将进一步方便市民，为红
旗连锁引流。”曹世如表示，红旗连
锁一直致力于满足消费者需求、提
升顾客购物体验。此次携手摩拜
科技，将利用红旗连锁2700余家门
店的市场网点优势和信息技术优
势，创新绿色出行服务模式。下一
步，双方还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
深化合作、推出更多便民惠民举
措，为广大群众服好务。

争相布局
共享单车线下跑马圈地

1
2

3

制图 杨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