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
分别是指哪些行政区域？

中心城区包括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
及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
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
区。郊区新城包括简阳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
崃市、崇州市、金堂县、新津县、大邑县、蒲江县。

公共租赁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租赁补贴可以同时申请吗？

公共租赁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
贴只能选择申请一种保障方式。只有符合
廉租租金标准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在
轮候期间才可申领租赁补贴，租赁补贴发
放至办理公共租赁住房入住手续之日止。
其他保障对象在公共租赁住房轮候期间不
享受租赁补贴。

家庭成员如何认定？
申请家庭成员应为具有法定赡养、扶

养或抚养关系并长期共同生活的人员，未
满18周岁的子女须作为家庭成员共同申
请，已满18周岁的未婚子女可以自愿选择
是否作为申请家庭成员；已满22周岁的未
婚子女可以自愿选择作为申请人或申请家
庭成员共同提出申请。家庭成员关系主要
包括：夫妻；夫妻与未婚子女；祖父母、外祖
父母与父母双亡的未婚孙子女、外孙子女；
子女与丧偶或离异的父（母）；兄、姐与父母
双亡的未婚弟、妹等。

租赁补贴如何发放？
租赁补贴协议期限为1年。房屋租赁

剩余期限不足1年的，协议期限同房屋租
赁剩余期限。房屋月租金低于月补贴标准
的，按房屋月租金标准发放。租赁补贴从
取得保障资格的次月起开始计发，自补贴
协议复核通过后次月起开始发放，由区
（市）县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委托银行直接划
入个人资金账户，每三个月发放一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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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年化收益

6.2%
购买金额100万—299万

预期年化收益

6.3%
购买金额300万—499万

私人银行定制产品

一年期 额满起息
柜面购买2018年26日14:00起售

预期年化收益

6.4%
购买金额500万—1999万

预期年化收益

6.5%
购买金额2000万以上

温馨提醒：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广告

1．招标条件
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2018年度供水物资采购已由四川南
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自建
自用项目按计划进行建设，项目业主为四
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
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已具备实施条
件，现进行公开甄选供水物资设备供应队
伍，特邀请的潜在供应商（以下简称投标
人）参与资格审查投标。

2．概况与招标范围
采购名称：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供水物资采购
（第三次）

使用地点：南充市辖三区
履约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18年12月31日
标段划分：
二标段：铝合金衬塑复合管材及管件
招标内容详见对应清单及控制价（报

名时向招标人获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需具备：
本次招标各标段投标货物必须符合

涉及饮用水卫生国家标准和卫生规范，具
有合法的卫生许可批准文件和产品检验
合格证明。

具备有效的独立法人资格。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

会计制度。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条件和专业

技术能力。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的良好记录。
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

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资格审查方法
本次资格审查采用有限数量制：即每

标段通过资格审查评审办法确定的中标
人数量等于评审办法中明确的对应标段
中标单位数量（合格制/有限数量制）。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请各投标人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至 2018年 3 月 5 日（法定公休日、法
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00 时至
11：30 时，下午 15：00 时至 17：30 时
（北京时间，下同），在四川南充康源水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大楼五楼招标
合同部办公室（南充市顺庆区和平西路24
号商检局办公楼）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
文件。

5.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400元，售后
不退。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

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8年 3 月 19 日
09 时 00分，地点为：四川南充康源水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大楼八楼会议
室

6.2 投标文件的递交时间为开标时
间，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
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递交投标文件时需现场递交有效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授权委托书
原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表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均须加盖单
位鲜章）。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南充市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
www.nancsgzw.com/）、四川南充康源
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官网（http://
www.nckysw.com/）及华西都市报、南
充晚报、康源水务和平西路办公楼门口公
示栏、（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公
布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27 日至 2018 年
3 月 19日。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地址：南充市顺庆区和平西路24号
邮编： 637000
联系人：付先生
电话： 0817－2327199

2018年2月27日

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供水物资采购（第三次）招标公告

白 杰 品 股

震荡延续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宽幅震荡，

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权重股的调整仍在继续，但创

业板指却表现抢眼，盘中先抑后扬一
度涨超1.7%，最终强势收出三连阳，但
沪指却失守年线。截至收盘，两市涨
停33只，跌停11只。技术上看，两市
股指跷跷板比较明显，沪深两市成交
差继续扩大，深市成交超过沪市 1/3，
从指数表现来看，沪指失守了 5 日均
线，上证 50 指数最弱，还失守了 10 日
均线，但创业板指却逆市收复60日均
线，从底部回升超12%；60分钟图显示，
沪指继续失守5小时均线，而最强的创
业板指也失守了5小时均线，此外，沪

深股指60分钟MACD指标均出现死叉，
这均表明短期市场仍将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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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增加。
综合来看，短期市场缩量只能导致结
构性行情继续，短期围绕当前位置震
荡仍将继续。

资产：周三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
南山控股（002314）24 万股，工大高新
（600701）11万股，启迪桑德（000826）5
万股。资金余额3825461.2元，总净值
7631061.2元，盈利3715.53%。

周四操作计划：工大高新、启迪桑
德、南山控股拟持股待涨，另拟不高于
8.2 元买入南玻 A（000012）不超 10%仓
位，该股业绩增长稳定，近期消息面利
多不断，且股价低于之前大股东举牌
价。 胡佳杰

追 涨 杀 跌

三维丝连收3涨停
三维丝（300056）：2月 28日涨停，

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虽然有梅雁吉
祥、贵州燃气和韩建河山等连续涨停的
个股被停牌核查，但仍出现了三维丝这
样的强势股，它的涨停，还带起了雪莱
特、龙源技术等个股涨停。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公司预计2017年将亏损2.1亿
元。这类个股以超跌反弹为主，历来不
易出牛股。

航发控制（000738）：2 月 28 日涨
停，连续 2 个交易日涨停。公司主营
发动机控制系统及部件，最近两个

交易日持续有资金介入，成交量也
明显放大，2 月 27 日成交 2.87 亿元，
28 日成交 5.21 亿元。2 月 28 日，市
场的热点集中在超跌反弹，而持续
上涨的板块也以此为主，航发控制
的上涨，还带动了中船科技、万安科
技等个股。

天永智能（603895）：2 月 28 日跌
停。次新股的交易是相当的情绪化，于
是呈现出“V”走势，不是往上V，就是往
下V，天永智能是其中的代表，曾创下过
连续 3 个跌停，紧接着 4 个涨停的纪
录。所以次新股，特别是刚上市不久的
次新股，“玩”的都是心跳，也是普通投
资者需警惕的板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虽然2017年报披露，还没进入最密
集时段，但有部分上市公司已发布了
2018年一度报的业绩预告。

一季报业绩，可谓是最新鲜热辣
的，在“业绩”为王的当下，值得投资者

关注。

近半数业绩翻倍
据 iFinD数据，截至 2月 28日 18

时，已有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8年
一季度业绩，其中仅6家变动幅度为负
数，可谓是“靓女先嫁”。其中，有40家
公司预计净利润中值同比增长超过
100%。

具体而言，预增的有51家，略增的
有 22家，续盈的有 2家，扭亏的有 10
家，续亏的仅2家，略减的有3家。

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当代明诚，2018
年一季报较 2017 年同期增长预计达
192倍-308倍；其次是龙韵股份，同比
预增33.5倍，扭亏为盈；同比增长超过
10倍的，还有华东重机和红相电力。

而在具体数值方面，有20股一季度
净利润中值超亿元。金达威、欧菲科技、
老板电器、凯乐科技、合力泰等5家公司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中值超过3亿元。

产品涨价利于业绩
当代明诚公告称，2018 年一季度，

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5000万元-8000万元，同比增
加 19234.88%-30835.81%；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事项后，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970万元-7970万元。

对于利润大增的原因，当代明诚表
示，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
双刃剑关于2018世界杯亚洲区独家市
场销售代理工作已正式开始，并同时开
启了相关衍生品的推广工作，有望对业
绩产生持续积极的影响。

龙韵股份预计2018年1-3月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5 万
元-1526万元，扭亏为盈。公司称，持续
近三年的战略升级初见成效，公司已由
传统的媒介代理业务稳步升级为全媒体
全案整合营销及影视剧、综艺栏目等内
容营销双轨模式，客户黏性进一步加强，
公司业务收入及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行业分布来看，化工行业有13家上
市公司排名第一，机械设备有11家位列
第二，电子行业有9家，位列第三。

产品涨价是有利于业绩增长的。
维生素行业和金达威和花园生物，一季
报都大幅增长，两家公司预计2018年一
季度净利润增幅中值分别达到4倍和6
倍。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都表示是产
品涨价导致。

天风证券指出，近期的市场调整，
将市场风险偏好压制到极低，未来会震
荡回升，市场会逐步转向成长股，愿意
给成长性估价。一季报是重要窗口期，
有业绩的低估值成长股性价比快速提
升，吸引更多投资者开始关注。伴随着
一季度业绩预告的陆续发布，可关注

“一季报高增长低估值”的投资组合，包
括中牧股份、晶盛机电、慈文传媒、大族
激光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2月28日24时，新一轮成品油调价
窗口开启。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消
息，此次油价调整具体为：每吨汽油下
调190元、柴油下调185元。

本次调价后，四川大部地区89号汽
油每升下调0.14元，价格为6.35元/升；
92号汽油每升下调0.15元，价格为6.78
元/升；95号汽油每升下调0.16元，价格
为 7.31 元/升；0号柴油每升下调 0.16
元，价格为6.45元/升。以月跑2000公
里，百公里油耗在8L的小型私家车来计
算，到下次调价窗口（即2018年3月14
日24时）开启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私家
车主用油成本将减少接近12元。

对于下一轮成品油调价走向，卓创

资讯成品油分析师贾婷婷表示，虽然
油市从低位缓慢回暖，但利好因素支
撑有限，后期市场将重新聚焦美国原
油库存和产量。进入春季，美国炼厂
进入检修季节，原油需求不容乐观，原
油库存压力随之增大，且美国原油产
量有望继续增加同样令油市偏向利
空。而另一方面，产油国不断实行减
产，这为油价下行提供底部支撑。因
此，下月油市整体持稳但偏向下行，考
虑到本计价周期后段原油价格出现了
一定的拉升，下个周期（2018年3月14
日24时），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可能存
在一定的上调概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最高补贴100%
成都公租房租赁补贴开始申请

据了解，成都市户籍居民申
请租赁补贴，须同时符合以下条
件：1、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内
（含10万元）、单身居民年收入在
5万元以内（含5万元）；2、主申
请人具有成都市户籍；3、家庭自
有住房（含租住公房）人均建筑
面积在16平方米以内，且未享受
其他方式的住房保障；4、在成都
市行政区域内租房居住并办理
租赁备案。

外来务工人员申请租赁补
贴，须符合以下条件：1、个人年

收入在5万元以内（含5万元）；
2、在成都市稳定就业，与用人
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连
续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3年
及以上且处于参保缴费状态，
并连续缴交住房公积金3年及
以上且处于在缴存状态；3、本
人及配偶在成都市无自有住
房，且未享受其他方式的住房
保障；4、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
租房居住并办理租赁备案；5、
持有成都市居住证且积分达到
100分以上（含100分）。

对于百姓最关心的保障标
准，记者获悉，面积标准方面，成
都市户籍居民租赁补贴面积为1
人户30平方米，2人户45平方
米，3人户60平方米，4人及以上
户70平方米。成都市户籍居民
租赁补贴根据困难程度按比例
发 放 。 低 保 对 象 发 放 比 例
100%；年收入4万元以内（含4
万元）的家庭、年收入2.5万元以
内（含2.5万元）的单身居民，发
放比例70%；年收入4万元至7
万元（含7万元）的家庭、年收入
2.5万元至3.5万元（含3.5万元）
的单身居民，发放比例40%；年
收入7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
元）的家庭、年收入3.5万元至5
万元（含5万元）的单身居民，发
放比例30%。外来务工人员发
放比例30%。

成都市户籍居民中，低保
对象及年收入4万元以内（含4
万元）的家庭、年收入 2.5 万元
以内（含2.5万元）的单身居民，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
拥有机动车辆（残疾人专用车
除外），或家庭银行存款、有效
证券总额超过购买一套 70 平
方米普通商品住房总价30%的
（具体参照市房产行政主管部
门对外公布的普通商品住房平
均销售价格确定），发放比例
40%。

此外，成都市户籍居民的
租赁补贴发放总年限不超过6
年，发放比例 70%、100%的保
障对象租赁补贴发放总年限
可适当延长。外来务工人员
的租赁补贴发放总年限不超
过3年。

谁可以申请？
家庭年收入10万及以下

补贴有多高？
按困难程度发放最高100%

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
政策问答

成品油迎来“二连跌”92号汽油降1毛5

靓女先嫁
上市公司抢发一季度预告

制图/杨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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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记者从成都市房管局获悉，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完善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明确，从3月1日起，中心城区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内（含10万元）、单身居民
年收入准入标准为5万元以内（含5万元）即可申请公租房补贴。相关部门就
此进行了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