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英，2008年 7月
入司新华保险自贡中
支，现任自贡中支营业
部经理。从业 10年时
间，入职自贡新华8年，
汪英凭借认真负责的工
作态度，乐于助人的品
质，铸就了保险生涯的
辉煌之路：2008年 9月
晋升业务主任，2015年
3月晋升营业部经理，至2017年4
月持续绩优77个月。

刚进入保险业时，汪英走得很
不顺，因为性格内向，面子观强，因
而业绩惨淡，放弃的念头在她脑子
里闪现过无数次，直到她经历了一
次客户的意外事件。2009 年 6
月，一位客户在下班途中被从山上
掉下来的石头砸中了头部当场死
亡。汪英第一时间赶到客户家属
廖姐身边，并帮忙办理理赔。三天
后，理赔款划到廖姐的账上。经过
这次事件，廖姐把汪英当成了姐
妹，不仅为自己买了保险，还把亲
属和朋友介绍给她。从此，汪英明
白了，保持一颗真诚的心，全心全
意为客户服务，她能在寿险这条路
上走下去。

除了工作一丝不苟，汪英待人
热情周到，每次在业务竞赛中获得
了旅游资格，她总是邀请老客户一

起出游，并提前了解目的
地的风土人情，在行程中
为客户讲解。后来越来
越多的客户主动邀约她
结伴旅行，并成为了她生
活中的好友。

每年年末，汪英都要
召开客户答谢会，从最开
始的两桌到如今的十
桌。尤其是2015年末，

时值她从业10周年，一位已是川
大博士后的高中同学参加了活动
并这样评价她：“风雨兼程十年路，
崇德敬业一片心。”之后，这位老同
学介绍了本科毕业的侄女回到自
贡做她的助理。这件事让她感慨
万分，以前这个同学是不认可保险
的，可见她的事业开始影响到周围
人对保险的看法。去年6月，她邀
请弟弟加入保险行业，以前弟弟也
是不认同保险的，但看到她确实为
不少家庭送去了保障，慢慢对保险
改观，现在她的弟弟既是绩优人员
也是主管。

“既然选择远方，何惧风雨兼
程”这是汪英的人生格言，在未来
的寿险之路上，她已准备好迎接新
的挑战。“保险是我唯一的、终身的
职业。”汪英如是说，“当客户需要
我时，我将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
让他们感受到新华周到的服务。”

中线买点出现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震荡

走高，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迎来二连阳，早盘权重

股继续高举高打，而主力资金再次
巧妙地启动券商股，最终使得两市
股指大幅收高，值得注意的是，浦发
银行出现涨停，上证50指数也刷新
了去年底的高点。截至收盘，两市
涨停近40只，跌停个股仍有15只。
技术上看，沪指一根中阳线不仅收
复了5日、10日、20日均线，还收复了
年线，各股指日线MACD指标红柱也
重新放大；60分钟图显示，沪深股指
继续收在5小时均线之上，且收盘时
还收复了60小时均线，标志着中线
买点再次出现，而60分钟MACD指标
也在零轴附近金叉。期指市场，各
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期指
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减，特
别是沪深300指数刷新年内新高并

再度出现正溢价。综合来看，由权
重股发动的行情正在蓬勃展开，而
近期管理层也对市场呵护有加，本
周新股申购只有5只，这足以让次新
股得到喘息机会。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16.63元
买入东方园林2.3万股，之后以16.4
元卖出2.3万股；另以27.16元买入
山东黄金1.6万股，之后以27.3元卖
出1.6万股；另以14.84元均价买入
王府井1.2万股。目前持有广东鸿
图（002101）3 万 股 ，多 伦 科 技
（603528）1.2 万 股 ，尖 峰 集 团
（600668）5万股，中科曙光（603019）
1.38万股，东方园林（002310）2.3万
股，王府井（600859）5.2万股；山东黄
金（600547）1.6万股。资金余额
1983759.79元，总净值5883021.79，
盈利2841.51%。

周五操作计划：广东鸿图、多
伦科技、王府井、东方园林、中科曙
光拟持股待涨，尖峰集团、山东黄
金拟先买后卖做差价。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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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杰 品 股

追 涨 杀 跌

银行股力挺市场
浦发银行（600000）：5月25日涨

停。5月25日，指数大涨，沪指收盘大
涨1.43%，银行股的大涨是重要原
因。到收盘，除农业银行小跌0.57%
外，其他股票上涨，平安银行、招商银
行等15只银行股涨幅超过3%。除银
行股外，券商股也表现不错，国元证
券涨停，第一创业大涨9.25%。金融

股的上涨，给市场极大的信心。
寿仙谷（603896）：截至5月25

日连续3个涨停。近期上市的次新股
表现出一定的机会，出现了金石资
源、杭州园林的连续2板，以及寿仙谷
的连续3板。然而，整体来说，操作性
还是不高。毕竟，25日金石资源以涨
停开盘，但盘中一度下挫5%，全天振
幅达15%，换手率高达75%。而因为
金石资源的不佳表现，很多近系次新
也表现不佳，万通智控以跌停收盘。
总之，当次新股没有筑底成功，宁可

错过其间的零星机会。
北京科锐（002350）：5月25日

涨停。雄安概念仍是市场的一大重
点，而这一波上涨换了一批龙头，北
京科锐、太空板业、空港股份等明显
更受市场追捧。而冀东装备、创业
环保、中持股份等上一波的龙头，处
于调整之中。北京科锐主营配电及
控制设备，2016年年报出台10转7
派1.5元（含税）的送转方案，目前
还未分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京东vs天猫
新零售时代打造新玩法

双11是天猫的主场，618是京东
的阵地。新零售时代，任何一方都不
会放任对方唱独角戏。

5月23日，天猫宣布自成立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品牌升级，口号从

“上天猫 就够了”升级为“理想生活
上天猫”，并宣布将于6月启动天猫
618理想生活狂欢节。

这是天猫要正面杠京东的节奏
啊！京东会发什么大招应对呢？

5月25日，京东发起的618购物
季正式拉开序幕。今年的618，京东
将变革新的玩法，从技术+零售、品
牌+零售、IP+零售、金融+零售、多终
端+零售五个方面入手，全面联动线
上线下、引入消费者的参与和品牌商
的协同，而京东在618的角色也由渠
道商转变成为了中国零售基础设施
的提供商。

京东集团CMO徐雷表示，今年
的618或将成为整个中国零售的分
水岭。“过去的零售始终围绕的是便
宜和便捷，而未来的零售在消费变革
和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消费场景
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渠道，而是延伸
到无处不在的线上线下空间。消费
者的关注点从性价比等理性判断转
向彰显个性的情感诉求，从被动接受
服务走向主动参与。零售的消费者
时代正在真正到来！”

618和11·11双峰鼎立
年中购品质成消费者选择

根据京东联合21世纪经济研究
院、数字100联合发布的《中国电商
大促新趋势报告》，在一年 12个月
中，6月和11月是两个订单高峰，中
国零售已经形成了618和 11·11双
峰鼎立的格局。但消费者却在购物
的倾向上发生了明显的区隔，例如，
消费者在618期间最关注的是品质、

品牌和价格；而在双11期间则更关
注价格、物流、售后服务。“年中购品
质、年底买便宜”已经成为了消费者
的不二选择。

618将向所有企业开放
共迎零售新时代

虽然此前阿里在成功打造双11
品牌之后，曾经发律师函给京东等行
业内竞争对手，禁止其使用双11标
识。但在京东今天的发布会上，徐雷
公开宣布欢迎全行业都来使用618
标识。“618是一个符号，我希望它代
表的不仅仅是全民年中购物节这样
一个零售的盛会，更代表的是京东的
开放精神和与社会上所有企业实现
包容性共同成长的愿景。”徐雷表示，
所以京东决定将永远、无偿、绝不排
他的授权包括竞争友商在内的所有
企业使用618的品牌标识和形象，一
起促进中国零售迎来新的时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易弋力

在一年一度的电商节日中，两个时点一定绕不过去，一个是双11，一个是618。
从京东店庆日演变为全民购物节，618在京东的不断努力下声势日盛。

电商购物节进入双峰化
京东向行业无偿开放618商标

由四川省烹饪协会主办、青岛
啤酒独家赞助的“2017青岛啤酒四
川味道·食尚味来”主题文化活动，
已于4月15日在“世界美食之都”
成都、“长江美食第一城”泸州正式
启动，活动将持续6个月。

此次活动将根据网络投票评选
出60家优秀餐饮品牌，投票通道已
于5月1日全面开通，消费者登录官
方网站（www.scweidao.com）即
可投票。整个活动期间，组委会将
分阶段呈现活动进展，根据参评餐
厅每周得票数量评选出周冠军、亚

军，由四川电视台新闻频道进行跟
踪报道。活动自开展以来，引起了
业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已产
生了四轮周冠、亚军。

活动还将以“主题美食趴”和
“主题路演”等形式进行展开，首场
主题美食趴——“火锅文化”已于5
月21日，在成都玉林生活广场“又
见·曾毛肚火锅”正式举行。整场美
食趴以游戏竞赛的方式贯穿始终，
极大程度地调动了现场气氛，通过
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四川火锅文
化，在活动现场不断掀起高潮。“主

题路演”已在成都、大邑等地陆续开
展，并取得强烈反响，后期也将在温
江、崇州、泸州等地相继开展。

“2017青岛啤酒四川味道·食
尚味来”作为“2017年度川菜点亮
中国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活
动将联合上千家极具本土特色的餐
饮品牌组成“味来餐饮品牌联盟”，
通过线上线下的全方位传播，以及
各种创新的活动形式，充分调动全
民参与积极性，弘扬川菜文化，为

“川菜点亮中国”作出积极的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淮

“2017青岛啤酒四川味道·食尚味来”
主题活动火热开展中

新华保险系列人物宣传
汪英：风雨兼程十年路，崇德敬业一片心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绵阳分
行受委托，拟对委托
人拥有的以下《债权
清单》中所列的24户
企业债权，进行公开
处置，处置方式为公
开竞价等，现予以公
告。

交易条件为：交
易对象信誉良好，需
一次性支付价款并
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
求为：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支付能力
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且以下人员不得
购买：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20
个工作日止，如有购
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
在2017年6月23日
前提出。公告期内同
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
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
系人：刘先生

联 系 电 话 ：
0816-2227815

受理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电 话 ：何 先 生
0816-2225507

联系地址：绵阳市
涪城区警钟街10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

二0一七年五月
二十六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
受托资产处置公告

债 权 清 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7年4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务人名称

北川云盘实业有限
公司(原名北川益群
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

绵阳如玉大理石有
限公司

绵阳川银建筑有限
公司

绵阳市和黄商贸有
限公司

绵阳市祥达物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心乐商贸有
限公司

绵阳中铁物资有限
公司

绵阳忠马实业有限
公司

绵阳市鑫鑫源商贸
有限公司

绵阳强昇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本金

14999895.05

9800000

9991136.86

13994961.79

12958558.82

10000000

19999958.48

29900000

19500000

13900000

利息

3860278.92

815977.15

3442148.65

2737232.89

1924138.82

1054031.46

2236488.74

2951498.92

2131590.18

1088671.57

垫付
费用

担保
方式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保证情况

保证人绵阳益群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刘星、文娟、刘永屏、
卢月娥、刘云峰、唐小琴、李
作勇

保证人为邵翌峰、廖长琼

保证人：刘霜、李隆琼、吕文
瑞

保证人罗玉敏、杨碧秀

保证人周春均、陈薇、晏福欢

保证人：田园、邹宇

保证人魏东、李清、赵红梅、
吴秀英、杨小兰、杜功成、李
孝开

保证人万勇、王松、顾勤、李
静

保证人任山、车佳桓、左崇
全、龙春春

质押
情况

抵押情况

资产所有人北川云盘实业有限公司(原
名北川益群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抵押
物为11157.88平方米工业用房地产

资产所有人为绵阳如玉大理石有限公
司，抵押物为13512.05平方米厂房及
29093.57平方米出让土地
资产所有人为绵阳川银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抵押物为1、一楼商铺182平
方米。 2、一楼商铺292平方米。3、住
宅79.17平方米
资产所有人为向小兰、吕文瑞、李隆
琼，抵押物为一楼822.33平方米商业
用房
资产所有人为绵阳天罗商贸有限公
司，抵押物为5套商用房，建筑面积共
计2215.71平方米
资产所有人为绵阳鸿永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抵押物为961.74平方米
商用房
资产所有人为绵阳中铁物资有限公
司，抵押物为2楼999.47平方米商铺
资产所有人罗江县经济开发区金南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抵押物为商业、住宅
出让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 39593.97
平方米（约59.39亩）
资产所有人绵阳隆辉实业有限公司，
抵押物为844.65平方米商铺
资产所有人为四川勇拓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抵押物为959.15平方米商用
房

抵押物
所在地

北川县永
昌镇

北川县香
泉乡工业
园区

绵阳安州
区城区

绵阳市涪
城区

绵阳江油
中坝镇

盐亭县云
溪镇

南充市顺
庆区

德阳市罗
江县金山
镇

江油市中
坝镇

绵阳市涪
城区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绵阳市康尔达家具
有限公司

四川大发木艺包装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蜀美达贸易有
限公司

绵阳市远逸商贸有
限公司

四川安达汽车零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青山绿水环境
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乡户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绵阳隆升实业有限
公司

绵阳千禧实业有限
公司

10000000

37948971.53

29899996

14000000

19919986.19

20948690.01

14500000

12873639.12

11989900

2678432.97

4350034.63

3374099.41

16473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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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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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保证人李得勇

保证人李孝开、李小艳、赵蓉

保证人：1、唐代荣、姜艳；2、
罗江县经济开发区金南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和李孝开分别
承担790万元保证责任

保证人袁红兵、龙晓春、余燕

保证人成都见尔纳科技有限
公司，曾国安、曾家明、陈子
容

保证人曾伟、罗桂兰

保证人张光伟、张俊波、张俊
涛、张桂芳、李秋璐、查霄虹

保证人黄跃、刘思杞、李洪
明、何志杰

资产所有人绵阳市康尔达家具有限公
司，抵押物为一楼和二楼731.86平方
米商用房
资产所有人德阳泉威电子防伪商标有
限公司，抵押物为工业房地产共计5
幢，总建筑面积46403.95平方米
资产所有人罗江县经济开发区金南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抵押物为商业、住宅
出让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23645.0平
方米（约35.46亩）
资产所有人绵阳市观天下休闲娱乐有
限责任公司，抵押物为1215.79平方米
商业用房
资产所有人为绵阳朝阳专用车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抵押物为22769.51平方
米工业用房及41790.84平方米出让
工业用地
资产所有人为四川青山绿水环境有限
责任公司，抵押物为9878.26平方米厂
房及30407.3平方米工业用地
资产所有人为绵阳市乡户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抵押物为位于一楼的530.23
平方米商业用房及对应的208.57平方
米出让土地
资产所有人北川羌族自治县家园实业
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抵 押 物 为
23986.35平方米商业住宅用地
1、资产所有人为绵阳德荣投资有限公
司，抵押物为4559.16平方米厂房及
13881.34平方米工业用地；2、资产所
有人为刘思杞，抵押物为南河花园
39.76平方米商业用房和先农坛小区
214.93平方米住宅及50.84平方米车
库

绵阳市涪
城区

德阳罗江
县金山镇

德阳市罗
江县金山
镇

绵阳涪城
区

绵阳市游
仙区

安州区花
荄镇工业
园区

绵阳涪城
区

安州区安
昌镇

1、绵阳市
高新区、
2、绵阳市
涪城区

20

21

22

23

24

绵阳盛达商贸有限
公司

绵阳高新区金志制
造有限公司

绵阳市理想置业有
限公司

江油东汇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绵阳联达商贸有限
公司

19839660.70

9999995.74

9999997.34

25000000

20000000

6428307.08

3372976.4

5101076.86

2207045.77

45610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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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抵押

抵押

保证人兰成、董小萍

保证人李东翔、吴德军、贺明
珍

资产所有人为绵阳首佳投资有限公
司，抵押物为48780.23平方米出让土
地使用权，用途为商住
资产所有人为绵阳市理想置业有限公
司，抵押物为出让土地使用权，面积
51578.29平方米,用途为工业
1、资产所有人为绵阳市瑞阳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抵押物为二楼497.31平
方米商业房地产；2、资产所有人为绵
阳市瑞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物为1481.71平方米工业用房（土
地性质为商住）
资产所有人江油东汇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抵押物为9054.59平方米办公及商
业用房
资产所有人为绵阳市龙昇实业有限公
司，抵押物为2859.76平方米（约4.3
亩）商住用地

北川羌族
自治县

绵阳安州
区界牌镇

1、绵阳市
涪城区；
2、绵阳市
高新区

江油市三
合镇

绵阳市涪
城区

注：本金和利息数据以最后转让时为准。

企业观点
四川是汽车业的福地

“吉利到四川投资10年，切身
感受到四川良好的投资环境。我
们在四川进行了大量前瞻性布局，
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合作是重中之
重。”吉利集团副总裁俞学良说，从
2007 年起吉利开始在成都投资，
先后落户中嘉沃尔沃、沃尔沃SPA
乘用车项目、吉利高原汽车、吉利
大学等项目，总投资超过 300亿。
未来吉利将进一步加大在四川的
投资力度。

观致汽车首席执行官刘良认
为，汽车行业走到了颠覆性创新的
十字路口，互联网与汽车的融合已
经是大势所趋。四川企业产业已建
设起了全球性的四川生产基地，品
牌也已纷纷入驻，可以说“四川是汽
车业的福地”。

行业趋势
新能源汽车将成新增长点

未来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将呈现
出三大趋势。一是未来10年汽车市
场仍然还有比较大的空间，产业发
展前景还非常良好；二是本土品牌
的崛起，产业格局正在重塑；三是未

来10年新能源汽车将成为汽车产业
新的增长点。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
源开发部制造业信息处处长李伟利
说：“不说元年什么状态，但是从规
模总体上来讲，有几十万辆的规模，
对于一个初期的市场来说，应该是
进入了产业化的初期。”未来新能源
汽车的发展主要还是取决于政策、
产品、充电设施环境等因素。一方
面，新的企业获批进入纯电动乘用
车行列，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新
的动能；另一方面就是国家推出的
新能源汽车积分政策。预计到2025
年，整个新能源汽车规模可以达到
350万辆。

消费拐点
新能源汽车拐点或在2020年

在同时举行的第四届成都国际
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上，
据四川省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川共有新能源汽车重点企业54
户，涵盖纯电动和混合动力乘用
车、商用车、专用汽车和清洁能源
货车、客车等较为完整的产品序
列。截至2016年，四川新能源汽车
产量1.45万辆，这一数字比2015年
增长了6倍。

目前各大厂商推出的新能源车
型，价格多在10多万至50多万。有
厂商算了一笔账，一款价格在18万
元的新能源汽车与同类型燃油汽车
相比，在油耗、折损等全使用年限
内，要节约6-8万元成本。

目前的新能源市场，大众接受
还处于初级阶段。拐点到底在哪
儿？新能源汽车厂商周坤煜认为：
2020年左右，“续航能力在 800—
1200公里，充电桩充电的时间在30
个分钟至1个小时之间，大众的接受
程度就比较理想了。而从技术研发
的进程来看，达到成熟应该还有三
年，在2020年左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李秀江

四川造汽车
年产销量超130万辆
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6倍，三年内将迎来消费拐点

2016 年四川汽车产销超过
130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 1.45
万辆，整车及零部件产值实现
2765 亿元。今年1-4 月份，产销
达到15.3万辆，同比增长15.9%。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副主任李红军在 25 日中国汽车
创业投资峰会上透露“四川汽车
产业发展已经迈入了新的时期，
形成了整车、关键零部件、物流、
营销服务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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