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18.5.29
星期二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黄
强

版
式
李
浩

校
对
张
晓

创
富
纪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拥有
1600万的人口规模，而热爱生活、激情似
火的城市特性也带来了极强的消费意愿
和能力，在饮食行业，数不尽的特色美食
和植根于成都人民骨子里的饮食文化更
是令人叹为观止。

滴滴外卖宣布进入成都，是一个极具
战略意义的城市选择。滴滴外卖主动走
出已经运作成熟的长三角市场，进入高难
度“城市副本”成都，既透露着滴滴做好外
卖的信心，也是主动让新业务走出舒适
区，寻找更复杂、陌生市场的挑战。

在无锡市场取得成功后，滴滴在公开
的感谢信中表示：“外卖是滴滴在创造用
户价值上的一次尝试，这次取得了意料之
外的成绩，验证了市场旺盛的需求，滴滴
出行用户和外卖用户的高度重合，以及在
产品技术上的深厚积累和协同效应。出
行的本质是运输，过去几年来滴滴已经搭
建了高效智能的运输服务网络，外卖平台
的上线则是这一服务网络的延展。滴滴
希望将“运送人”的经验和在专快车、代
驾、拼车等产品上积累的先进算法技术，
在“运送物”上发挥更大的价值创造。外
卖服务在线下餐饮零售业的渗透率还有
极大提升空间，这个市场充满了挑战和机
会。由于产品刚刚上线，还存在很多的不
足，滴滴将以用户价值为导向，持续围绕
用户体验不断升级迭代产品和服务水
平。”

作为美国出行领域的代表企业，
Uber 推出的Uber Eats“四轮出行+外
卖”的模式在 2017年为其创造了30亿美
元的营收。2016年8月，滴滴宣布了对
Uber中国业务的收购，此后两年里滴滴
在出行市场的优势逐步扩大，运力规模、
算法精度在行业内均已成为领军企业，如
今凭借着对中国城市的深入了解，滴滴选
择加大外卖业务的投入，是对传统“出行”
需求的一次重构——将食物送到家里，使
人们不必为了饮食而出行。

在滴滴外卖此前发起的“滴滴外卖下
一城去哪儿”的票选活动中，成都与南京
均进入票选结果前三名，本次开城计划也
顺应了网友的选择。

除了成都、南京两座新一线城市外，
滴滴外卖还对外宣布了将在6月份登陆
江苏泰州的消息。泰州地处苏中核心地
带，紧靠长江，并毗邻滴滴外卖首城无锡，
滴滴外卖希望泰州成为滴滴外卖登陆三
线城市的样板，并与无锡、南京共同构成
滴滴外卖江苏运营体系的铁三角，从不同
层面积累更多的运营经验，为不同地区的
用户提供好吃不贵的美味服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蔡世奇

滴滴外卖将于 6 月登陆成都市场
美食之都外卖市场迎来“新口味”

5月28日，滴滴外卖正式宣布，将在6月登陆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和泰
州，其中南京的开城日期已确定为6月1日，成都和泰州的开城具体日期
尚未公布。

2018年4月1日，滴滴外卖在江苏无锡开始试运营，并在4月9日正
式上线时，取得了33.4万单的单日交易量，成为了外卖市场势头强劲的新
力量。

滴滴外卖今天发布官方海报，呈现了成都特色的熊猫图案和典型川菜
美食——水煮肉片，彰显了川菜的麻辣味道和蜀中火热的激情，同时海报
还在显著位置标明“成都，巴适，六月见”的字样，“巴适”在四川话里意味着
很好、舒服的意思。这一开城计划意味着滴滴外卖将从无锡、南京等江南
地区跨越半个中国来到大西南的核心城市——成都。

酿酒行业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11个行业资金

净流入，其中酿酒行业、家电行业、保险
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前。50个行业资
金净流出，其中电子元件、汽车行业、医
药制造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2只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老白干酒（600559）公司主要从事

衡水老白干酒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
为衡水老白干系列酒、十八酒坊系列
酒。28日获机构净买入4687万元。

东华软件（002065）公司专注于综
合性行业应用软件开发、计算机信息系
统集成和信息技术服务,为客户持续提
供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和长期信息化服
务。28日获机构净买入3320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白马回归
问：周一沪指低开，盘中探底回升，

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早盘市场一度大跌，随后在酿

酒食品、家电、医药等板块的回升下重
新企稳，尾盘次新股再度走弱，收盘次
新股指数大跌2%。截至收盘，两市涨
停44只，跌停25只。技术上看，沪深股
指收出抵抗性下跌十字星K线，但5日、
10 日均线继续呈现死叉状态，日线
MACD也继续死叉；60分钟图显示，受
益于股指盘中一度回升，60 分钟
MACD指标绿柱有所缩减，但各股指收
盘时仍失守5小时均线，显示短期调整
压力仍大；从形态上看，沪深股指从高
位连续回落，已经跌去本轮升幅的
61.8%，按理会在这个位置重新企稳回
升，虽然周一成交量未见萎缩，但后市
依然需关注反弹的力度。期指市场，各
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期指合
约负溢价水平整体大幅减少。综合来
看，市场恐慌情绪有所缓解，药明康德
开板在即势必影响次新股炒作热情，短
期市场将再次回归白马线路。

资产：周一按计划以29.67元卖出启
迪桑德3万股，以29.89元卖出丝路视觉3.4
万股，以22.1元买入中源协和1.2万股。目
前持有工大高新（600701）11万股，南玻A
（000012）11万股，宜安科技（300328）4.5
万股，*ST罗顿（600209）4万股，信达地产
（600657）5万股，沃施股份（300483）0.7万，
雷鸣科化（600985）2 万股，中源协和
（600645）1.2万股。资金余额4521506.43
元，总净值8028956.43元，盈利3914.48%。

周二操作计划：工大高新因重组停
牌，信达地产、沃施股份因重组过会停牌，
*ST罗顿、南玻A、宜安科技、雷鸣科化、中
源协和拟持股待涨，南玻A最近盘口有明
显异动，拟小幅加仓。 胡佳杰

记者注意到，随着国内女性对宫颈癌关
注越来越多，相应市场需求也不断扩大。此
前，全国各地均出现四价疫苗供不应求情
况，而随着九价HPV疫苗内地上市，巨大市
场潜力也将被开发。

截至4月18号，国内企业共12家申报
预防宫颈癌的HPV疫苗陆续申报。国家药
品审评中心生物制品药学部部长罗建辉表
示，预计在未来几年可供公众选择的HPV
疫苗会越来越多。

5月23日，重庆上市企业智飞生物公告
称，已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签发
证明，默沙东九价HPV疫苗已可正式上市销
售。华金证券研报显示，随着人们消费水平
提高，以及健康意识增强，对高价苗的接受程
度越来越高。同时随着香港九价HPV疫苗
断货，香港HPV疫苗消费回流的趋势明显，
由于国内需求旺盛，前期HPV疫苗供不应求
的状况仍将持续，HPV疫苗市场整体向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赵雅儒

停牌一周后，泰合健康在5月27日发布
复牌公告，称成都远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受
让泰合置业持有的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四川华神”）6148万股股份（股份占
比85.99%），从而取得公司实际控制权。据了
解，远鸿生物实际控制人为四川地产商黄明
良，而28日复牌首日，泰合健康以涨停报收。

复牌首日泰合健康涨停

停牌一周的泰合健康在复牌首日开盘不
久便封涨停，最终以涨停收官。

这或许是受5月27日公司复牌公告消息
刺激。停牌一周的泰合健康在复牌公告中称，
目前四川泰合置业与成都远泓生物科技已经
达成初步意向并签署相关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为远泓生物拟受让泰合置业持有的四川华神
6148 万 股 股 份 ，占 四 川 华 神 总 股 本 的
85.99%。股份转让后，泰合置业不再持有四
川华神的股份，远泓生物持有四川华神
85.99%的股份，远泓生物将成为四川华神的
控股股东并取得泰合健康的实际控制权。

这是泰合健康在不到三年间第二次易
主。2015年8月底，川商王仁果掌舵的泰合
集团以13亿元的价格取得四川华神72%的股
份，从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18.08%的股份，成

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并在2016月9月将公
司简称由华神集团更改为泰合健康。

低调川商黄明良或接盘入主

接盘的远鸿生物背后，同样是川商。公开
资料显示，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明良同时也是四川星慧集团董事长。

黄明良本人的公开资料不多，仅有的资料显
示他于1995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工业与民用
建筑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后于2012年获四川
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7年获长江商学
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目前黄
明良任成都民盟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四川大学
EMBA校友会会长、四川大学全球校友创业家
生物制药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长江商学
院四川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务。

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是黄明良于2016年所
创建的企业。但在远鸿生物之前，黄明良早已
拥有多家企业。据媒体公开报道，1996年黄
明良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随后在2003
年黄明良创建四川星慧酒店管理集团，2010
年创建成都星宸投资。目前四川星慧集团已
经形成以生物科技、房产开发、酒店管理、教育
培训为核心的多元化发展的集团控股公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5月28日，在贵阳举办的2018数博会进
入第三天。在李彦宏、马云相继亮相后，腾讯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也于今天在
数博会上发表演讲。在数字经济高端对话
上，马化腾分享了自己关于数字经济该如何
发展的观点以及对数字生态的理解。他表
示，发展数字经济不能只看前面，还要看后
方，还要看基础科学的根基是否扎实，“我建
议大家两头看，既要发展应用，又要重视基础
研究”。此外，马化腾还在演讲中表示，流动
的数据、开放的网络和智能的系统是数字新
生态必不可少的组成，并从数字化进程的广
度、深度和精度三个方面阐述了对数字生态
的理解。

马化腾认为，数字经济在广度方面要解

决普惠问题，在深度方面要帮助各行各业打
通“七经八脉”，在精度方面要发扬“数字工
匠精神”，更要依赖于底层与前沿技术的突
破。在他看来，目前提出的数字经济战略理
论都对，但如果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发展到达
一定的全球影响力后，这些理论就会失效，而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基础科研。

不久前，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兴禁售风波
终于迎来和解。马化腾分析道，虽然中兴事
件已告一段落，但也暴露出了基础科学研究
的基础非常薄弱的现状。他表示，在基础科
学方面，从芯片到操作系统，甚至到人工智
能，“没有基础科学的基础，是非常大的威胁，
对整个数字化的进程是非常大的威胁”。

移动支付是构建数字经济基石之一，随
着互联网+在各传统行业的落地生根，许多
行业的支付数字化正在萌芽。对此，马化腾
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移动支付再先进，没有
手机终端，没有芯片和操作系统，竞争起来实
力也不够。他建议，“发展数字经济不能只看
前面，还要看后方，还要看根基是不是扎实，
既要发展应用，又要重视基础研究。”

对于在现阶段发展基础科研的瓶颈，马
化腾认为，人们往往看到做基础研究短时间
内不赚钱，且投入很大，不如做应用更加简单、
更加实惠。“我们应该从政府、产学研等几方面
通力合作，投入更多资源去做基础科学研究，
才能让中国的数字经济具备真正的实力。”

如今，中国的数字经济正蒸蒸日上。随
着数字经济对全球影响的加深，基础科学对
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事实上，这已经不是
马化腾在今年首次谈到数字经济及其与基础
科研的关系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欧阳宏宇

掘金龙虎榜

白 杰 品 股

泰合健康或再度易主复盘首日涨停

马化腾：发展数字经济需夯实基础科研

九价宫颈癌疫苗运抵海南
成都本地接种还要等

马化腾

要注射九价宫颈癌疫苗不用再去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境外医院了。5月28日记者获悉，2016支九价宫颈癌疫苗25日已运抵海南琼海市博
鳌超级医院，并从28日开始接受预约，疫苗套餐价格为5800元。而在此前，已有不少成都市民不辞辛苦，花大价钱赴境外注射九价疫苗。

九价HPV疫苗已正式进入内地市场，但业内人士分析，由于国内需求旺盛，前期疫苗供不应求状况仍将持续。记者也咨询了成都本地的卫生
服务中心和疾控中心，目前看来，在成都接种九价疫苗还要等，“主要是疫苗太缺了，如果国产化了估计就能在成都接种了。”

制图/杨仕成

海南30日正式开打

据了解，此次海南共申请了6000支疫
苗，可满足 2000 人共三针的接种。首批
2016支九价HPV疫苗已于5月25日凌晨
到达海南省琼海市的博鳌超级医院，并从28
日开始正式接受预约，30日正式开打。记者
随后拨打了预约咨询热线，但均未接通。

四川省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尚未收到九价疫苗进入四川市场的消息，想
要在四川本地接种九价疫苗估计还要再等。

而在此前，已有不少成都市民前往境外
其他地方注射九价HPV疫苗，小何就是其

中之一。小何说，自己去年就萌生了打九价
疫苗的想法，但一直没有确定到底去哪儿
打。

最后比较发现，去日本注射九价疫苗费
用 约 合 人 民 币 1600-1700 元/支 ，香 港
1800-1900元/支，算上往返机票等费用，比
较起来价格相差不大。

“日本更好玩，顺便还可以旅游一趟。”
随后，小何托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在当地一家
诊所帮自己预约，今年1月，前往日本注射了
九价HPV疫苗第一针。

赴境外打疫苗成热潮

记者注意到，赴香港注射九价疫苗的情
况十分普遍。在名为“hpv疫苗吧”的贴吧
里，相关帖子共16000多条。从2016年开
始便有网友发帖分享赴香港打疫苗的经历，
也有不少中介发布广告。

根据网友提供的信息，记者添加了名为
“香港疫苗站”的微信，据称该疫苗站是九价
HPV疫苗厂家默沙东指定接种点。但客服
称目前已暂停第1针九价疫苗预约，不确定
何时恢复预约。

从该微信朋友圈最新通知来看，该疫苗
站隶属于现代医疗控股有限公司，公司于11
日下午6点接到默沙东药厂通知，暂停供应九

价疫苗，已成功预约5月份2、3针的客人暂不
受影响，如没有预约的客人将无法接受注射。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上另一家香港医疗
预约机构，客服人员表示香港6月份仍可预
约，但名额非常紧张，疫苗价格为3针9000
元港币。“最近去香港打疫苗确实涨价了，以
前才五六千元，现在很多客人都选择去新加
坡打了。”

上述客服介绍，公司目前与2家新加坡
医院进行合作，九价HPV疫苗单针、2针和3
针均可预约，价格分别为2300元、4100元、
5600元。顾客只需微信联系客服，提交确认
预约信息并付款即可。

国产疫苗有望批量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