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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企业抱团
推打车APP

“自网约车大举进入成都市场
后，传统出租车行业压力很大，司机
收入减少、公司盈利降低，出租车司
机队伍在不断流失。”4月13日，提及
当前的市场形势时，成都宏远出租车
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平这样说道。

此次推出打车APP，是由成都
安彩敬天公司开发的安易出行，已
经于2016年下半年上线，即将迎来
重要升级。该公司何澄经理介绍，
打车软件是和成都宏远、乘风和锦
城等多家公司合作开发，目前装有
升级版的出租车在成都有 3000
台、攀枝花有900台。

和网约车APP类似，出租车会
加装一套中控系统，乘客可在应用
市场下载，并使用APP叫车，司机

在中控上接单。

10G-30G流量
乘客打车可蹭WIFI

13日上午，何澄告诉记者，安
装APP的出租车，都会同步安装一
个无线网卡，每一部出租车，都将
是一个移动无线WiFi热点。

只要乘客下载APP叫车，便可
在行车过程中免费使用WiFi，上
网、聊微信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要
看电影会受到一定限制。

他说，目前为出租车设定的流
量总额，分别是10G-30G，流量费
用由开发方承担，司机和乘客都不
用付费。

不过，目前安易出行正在升级
阶段，WiFi功能仍在调试。

如果乘客掉了东西咋办？他
解释说，乘客如遗失物品，可通过

APP直接联系客服，或拨打服务电
话，“记不到车牌也没关系，只要记
住大概时间、路线，我们都能找到
司机。”

何澄告诉记者，为了吸引更多
出租车司机下载安易出行并接单，
公司出台了多项对于司机的优惠
政策。

首先，根据每一位司机的接单
量，每一个月，公司会对前五十名
司机进行排名，分别给予最高500
元的奖金。

其次，在出租车司机接单时，
约车平台会随机派发给司机一个
红包，金额从几元到数十元不等。

除开司机端，在乘客用户端，
开发公司也提出了不少的优惠举
措，比如乘客下载并使用安易出行
APP叫车，通过线上支付会有随机
立减的优惠。

快速修复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冲高震

荡，收盘微涨，你怎么看？
答：一线雄安新区概念股的集

体停牌给了市场较大不确定性，但
反过来讲之前排队封板的资金就有
重新被点燃的可能，果然超低价雄
安新区概念股庞大集团一早便快速
涨停，随后二三线概念股也快速冲
高，午后更是有金融利好传出，市场
自然一阵挖掘，最终两市涨停个股
达 54 只，跌停个股缩减为 11 只。
技术上看，深成指稍强已收复5日均
线，两市成交金额却大幅减少，但这
与龙头股集体停牌有直接关系；60
分钟图显示，沪深股指收复5小时均
线，且全天均在60小时均线之上运
行，显示短期市场短期形态被快速
修复，投资氛围重新转暖。期指市

场，各合约累计成交略减、持仓略
增，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
显缩减。综合来看，雄安新区题材
依然是影响市场短期走势的核心，
在集体停牌之后，场内资金自然会
冷静对待，真正受益股势必享受第
二波拉升，后市仍可积极面对。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18.08元买
入尖峰集团5万股，之后以18.36元卖
出5万股；以17.86元买入东方园林
2.3 万 股 。 目 前 持 有 广 东 鸿 图
（002101）3万股，多伦科技（603528）
1.2万股，山东黄金（600547）1.6万股，
尖峰集团（600668）5万股，太空板业
（300344）3.5万股，中科曙光（603019）
1.38万股，东方园林（002310）2.3万
股。资金余额1851886.11元，总净
值6180206.11元，盈利2990.1%。

周五操作计划：山东黄金停牌
中，多伦科技、广东鸿图、太空板业、
中科曙光、东方园林、尖峰集团拟持
股待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环保工程获机构净买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14个行业

资金净流入，其中环保工程、酿酒行
业、家电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
前。47个行业资金净流出，其中工
程建设、房地产、软件服务行业资金
净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3只个股获机构净
买入。

个股提示
印纪传媒（002143）3月18日，

印纪传媒发布公告，称由于融资环

境变化、融资时机等因素并结合公
司财务状况，拟终止筹划逾1年的
非公开发行。13日获机构净买入
1923万元。

渤海金控（000415）公司是世
界500强海航集团旗下在中国A股
上市的国际化综合金融投资控股集
团，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租赁集团
和全球第四大飞机租赁集团。13
日获机构净买入1540万元。

华测导航（300627）公司是专注
于国产GNSS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高新技术产业集团。2017年3月21日
上市。13日获机构净买入554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掘 金 龙 虎 榜

雄安概念继续强势
青龙管业（002457）：4月13日

涨停，7个交易日6个涨停。13日，9
只连续6天一字板的个股停牌自查，
反而使得青龙管业、首创股份、建投
能源这类12日出现调整，有强弩之
末迹象的个股重新被点燃，因为市
场资金只有继续炒作这些个股。而
雄安概念的继续强势，使得市场指
数继续向上。

华北制药（600812）：4月13日
涨停。4月5日，雄安概念大热的首
个交易日，河北板块几乎全线涨停，

华北制药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涨停
的个股。到4月12日的6个交易日
里，该个股也没有涨停过，谁知道到
了13日，由于泛金融子概念被挖掘
的缘故，该股因为参股河北银行而
获市场追捧，拉出了涨停。

易事特（300376）：4月13日收
跌6.23%。现在的市场，分为“雄安
概念”和“非雄安概念”，而在“非雄
安概念”里，高送转板块又是近来跌
得比较多的，易事特做为该板块的
龙头，也是领跌者。高送转板块本
来已有反弹迹象，但由于易事特大
跌，高送转板块最终表现不佳。易
事特企稳时，高送转板块才有反弹
的可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追 涨 杀 跌

搭热门动画
川味辣酱拍出天价

一款川味辣酱，缘何拍出天
价？这还要从最近的一部人气动画
《瑞克和莫迪》说起。在国内，这部
动画的知名度也许不够高，但在美
国却被推上了神坛。

4月1日，《瑞克和莫蒂》放出第
三季首播集。首播集中，人气角色
瑞克姥爷发出了来自内心的一句呐
喊：“四川辣酱是支持我的唯一动
力！”，“哪怕再等个97年，我也一定
要再次吃到四川风味的辣椒酱!”

瑞克姥爷的话引发许多美国人
的热议，也有人看到了商机。据悉，
这款辣椒酱于当地时间4月4日中
午上线竞拍，起拍价10美元。最
终，经过187次竞拍，这款辣椒酱于
4月11日，以14700美元、约合人民
币101500元的价格成交。

网上竞拍售价破万出售辣椒酱
的卖家说，他近期买了一辆二手老
爷车，在清理这辆车的时候发现了

动画片里提到的这款辣椒酱。他之
所以要到网络上拍卖辣椒酱，是想
看看这个酱是否值一个大价钱。

辣椒出口暴增
四川调味品走出国门

尽管这款四川风味辣酱并非原
产四川的调味料，但受瑞克姥爷大
爱川味辣酱的影响，在美国的多个
网络商城中，来自四川的调味料越
来越受到国外食客的欢迎。在美国
亚马逊网站上，一瓶来自四川的郫
县豆瓣标价25.99美元，网友在评价
中点评到，“非常喜欢它的味道，可
以做麻婆豆腐”“用它夹在面包中有
特别的体验”……美国的食客们对
四川的调料越发认可。

现实生活中，四川调味品早已
远销海外。来自成都海关的数据显
示，2016年四川出口辣椒干131万
元，同比增长424%。今年1-2月，
咖啡、茶、可可、调味料及其制品出

口 额 达 4111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97.4%。

以被誉为“川菜之魂”的“郫县
豆瓣”为例，其在世界各地广为流
传，成为天府品牌走向世界的一张
靓丽名片。目前，鹃城牌郫县豆瓣
已达年产5万吨的规模，远销美国、
日本、德国等地。

“现在，美好食品公司也在积
极转型，跳出原来给消费者留下的
传统的火腿肠生产企业形象。”其相
关负责人称，公司的酱类产品以中
高端为主，目前主要出口到东南亚
市场。

同样，从凉山州走出来的豪吉
从2006年底正式开始出口业务，产
品销往南非、印尼、菲律宾、斯里兰
卡等多个国家。公司方面表示，目
前，豪吉在海外市场已经占有了一
席之地,连续几年在凉山州外贸出
口额中排名第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金融子概念稳定雄安概念
4月以来，已经经过了7个交

易日，而这7天都是雄安概念的天
下。

4月13日开盘后，雄安概念的
个股几乎全是绿盘开盘。不过，开
盘后不久，庞大集团、华斯股份、恒
信移动、乐凯胶片、青龙管业等纷
纷涨停，稳住了该板块。

有报道称，河北省将积极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
证监会等机构迁入雄安新区；争取
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总部或者
区域总部的落户。对此，有报道
称，河北省政府相关人士回应称，
流传的文件只是向上级汇报的一
份报告，不是正式通知。官方正式
的政策决定不会将报告原文发布，
有进展将对外发布。而该事件，使
得雄安概念找到了新的上攻理由。

下午，泛金融概念做为雄安概
念分支领域炒作被挖掘，且力度不
小，多只个股涨停。整个雄安概念
也表现良好。首创股份、京能置业
等尾盘也涨停。

关注相关个股
公开资料显示，与雄安金融有

关的上市公司有15家左右，多为参
股渤海人寿、渤海信托、渤海证券、
河北银行、财达证券等金融机构的
上市公司。

其中，荣盛发展，参股河北银
行2.67%，大股东参股财达证券；唐
山港和河钢股份的大股东参股或
控股财达证券；栖霞建设，大股东
参股河北银行7.41%；宝硕股份、国
电电力、建投能源、常山股份和华
北制药参股河北银行；渤海金控，
参股渤海人寿；海航投资，参股渤
海信托；泰达股份，参股渤海证券；
汇金股份为河北本地金融股。

市场人士指出，实际上，当年
上海自贸区概念炒作时，相关泛金
融概念的炒作，曾由短期炒作转变
为中长期炒作。到2015年，进一
步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
试点的消息传出后，上海三毛、龙
头股份、锦江投资等个股还有进一
步表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历经1个多月的深度改造，苏宁
天府立交云店将于4月14日焕新开
业。全新的天府立交店全面重组店
面业态，购物模式和购物体验全线
升级。同时，一场规模浩大的开业
促销盛宴也进入了倒计时。

新奇特商品城首次亮相西南

据介绍，新门店依托用户需求，
重组店面业态，进一步扩充年轻人
喜欢的新业态，如新奇特零售中心、
VR体验馆等。最大的亮点是，苏宁
旗下首个新奇特产品独立零售品牌
——“新奇特YOUQU优趣 ”也将进
驻天府立交云店，同时也是首次亮
相西南。它汇聚全球最新的各类
VR、科技潮品、无人机等。过去只
能在电视或网络报道里看到的各种
潮品，都可以在优趣新奇特产品零
售中心零距离体验。

在“新奇特YOUQU优趣 ”产品
专区，各种充满创意的新奇特智能
产品也将抱团给出开业让利，其中
将不乏59元的的小米VR眼镜、129
元的lite牙小白儿童声波牙刷、159
元的bong3智能心率手环、499元的
5D超引力磁悬浮蓝牙音箱等超燃

潮品。

优惠力度大购物分期付

在天府立交云店开业期间，苏
宁给出全场满1000返200的超给力
整体让利力度。为了帮助消费者提
前锁定开业优惠，苏宁给出了预存
组合，针对单件购物，只要消费者在
开业前预存10元/30元/50元，即可
在开业时10倍抵用购物并获赠等额
苏宁超市优惠券，针对套餐购物，消
费者预存50元在开业时套购产品可
抵现1000元并获赠50元超市优惠
券。

在热门畅销单品上，官网价
5388元的iPhone7 32G开业抢购价
只需要4588元；国产一线大牌55寸
4K超高清智能网络LED开业价
2699元；松下7.5KG全自动洗衣机
开业价1998元；博伦博格436升对
开门冰箱3299元；老板烟灶套餐
8020+9B28开业价4980元。

此外，为了免除消费者购物的后
顾之忧，开业期间，消费者使用苏宁
任性付购指定商品，可享3期、6期、
12期零首付、零利率、零手续费优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陶颖

拍出10万元天价
“四川辣酱”爆红美国

近日，一款四川风味辣椒酱风靡美国。美国各地网友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寻觅某
快餐品牌的四川辣酱，在美国的一个网络商城中，一盒净含量28克的辣椒酱经过7
天竞拍，以14700美元（约1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而起因竟是人气动画片

《瑞克和莫迪》中，瑞克姥爷发自内心的一句呐喊：“四川辣酱是支持我的唯一动力!”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吸引乘客回流 成都传统出租推出打车APP

雄安酝酿金融构想
泛金融板块大涨4月13日，雄安概念的子概念

——泛金融概念大涨。下午一开
盘，栖霞建设便直拉涨停，其后，
宝硕股份、泰达股份、海航投资、
常山股份等多只个股涨停。

昨日，有报道称，雄安新区将
大力引进金融机构，打造金融资源
密聚区，设立金融机构，创建金融
业“雄安”品牌。受此消息影响，与
河北金融机构有关的上市公司纷
纷上涨。其后，有媒体报道称，相
关部门称如有消息将发布。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司机乘客都可获“补贴”或提供最高30G免费流量

短短两三年，从出现、到席卷
市场，再到合法，网约车改变了出
行方式，也改变了传统出租车行业
的走势。

在新形势下，传统出租车行业
开始自我革新，寻求解决之道，以
挽回市场和乘客，成都也不例外。

4 月 13 日，记者从成都出租
车行业探知，为了吸引乘客和司
机，多家出租车企业再次抱团，推
出了全新手机APP打车软件。

此次推出的打车APP，也采用
了类似于网约车的运营方式：补贴
出租车司机，减免乘客打车费、发
放福利，可以说是传统出租车行业
的一次革新。

苏宁首家云店本周五揭幕
到店体验海量新奇特智能产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实习生昔兴琪 摄影 刘陈平

市场是最好检验平台
成都传统出租车企业想要拥

抱互联网，自我革新适应新形势，已
经不是第一次了。从最早的出租
车电召、到打车APP“飞猪儿”，但都没
能得到市场青睐。安易出行，是成都
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第三次尝试。

回顾以前滴滴、快车之所以能
迅速占领市场，平台对司机和乘客
的补贴是一个重要原因。安易出
行可以说是升级了这种模式：通过
向司机和乘客派送红包吸引到更
多的用户下载使用。除了以往红
包，安易出行还设置了诸如赠送优
惠券、打车券和联合商场、团购网站
各种福利。但这些福利红包是否
能“黏住”消费者，还是那句老话，市
场是检验产品的唯一标准，第三次
革新能否成功尚待市场检验。

记
者
手
记

4月13日，乘客扫码下载APP，打车会有红包。

爆红美国的四川辣酱。

提起留学，浮现在脑海中的
大都是加州的盛夏，伦敦的暖阳
……要想出国留学安全顺利，怎
样将资金安全带到国外，如何在
陌生的城市里管理各种费用，成
为困扰留学生及家长的问题。

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
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百年的持
续经营，为其个人跨境服务积淀
了深厚的专业人才优势、特色产
品优势、海外网络优势以及合作
机构资源优势。今天，中国银行
就留学生关心的几个问题给出
了专业解答。

Q：人还在国内，能预先在留学
所在地开立个人账户吗？

A: 可以的。只要您已经达到欲
前往国家当地法定开立账户年龄，
携带本人护照、签证和入学通知书
在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能办理见证
开户。

Q：出国留学，怎么解决资金安

全问题？
A：出国完全没必要携带大量现

金出境，不仅要受金融监管部门相
关限制，也不安全，中行有很多办法
来帮你。

①办理见证开户，到国外以后
直接激活使用，方便安全。

②申办长城留学卡，这是中国
银行专门为留学人员量身定制的
专属借记卡，开通网上缴纳海外
学费功能，支持美国、加拿大的
400多所学校，“银联在线支付”轻
松搞定，人民币扣款，无需额外手
续费。

③购买旅行支票。旅行支票是
除了国际卡和外币现金以外，在境
外最主要的一种支付工具。相比现
金，它具有在全球广泛使用、长期有
效、丢失可挂失并获相应补偿等特
点，中国银行目前可提供美元、日

元、加元、澳元、英镑、欧元和瑞士法
郎7种外币旅行支票。

Q：中国银行对出国留学哪一行
程有帮助？

A：依托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和
丰富的国际业务经验，中国银行整
合集团多元化产品和服务，从申请
学校、签证前、签证后、留学中，提供
一站式跨境服务，涵盖个人结售汇、
国际汇款、银行卡境外支付、存款证
明、留学贷款、代理见证开户、海外
紧急补现等多项服务，陪伴您整个
留学过程。

据了解，中国银行共有579家
海外分支机构，覆盖51个国家和地
区。一直将跨境业务作为重要的战
略性业务，堪称出国金融业务的“老
司机”，为您出国留学保驾护航。

留学路上不翻车，选择中国银
行就对了！

留学路上不翻车，中行为您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