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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千方科技
（002373）：交通与安防两翼齐
腾飞

投资要点：公司通过收购
国内排名第三的视频监控企业
宇视科技形成“智能交通+智
能安防”的双主业布局。随着
智能交通步入智慧时代，公司
智能交通业务价值有望迎来重
估，且视频监控业务估值也处
于行业较低水平。

投资评级：看好公司能够
在智能交通业务与智能安防业
务持续保持业内领先地位，通
过协同效应共促发展，主业能
够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给予

“买入”评级。

安 信 证 券—— 今 世 缘
（603369）：步入发展黄金期

投资要点：公司产品结构
提升，净利表现更优。随着国
缘占比的提升，“一降双升 ”效
应加强，即毛利率和净利率上
升，销售费用率下降。良好的
净利表现主要来源于国缘系列
销量的增加。2017年国缘营
收占比超过60%，利润占比超
过70%，国缘已成为公司业绩
的主要贡献点。未来随着全国
化的进程和省内结构的升级，
带动利润率的提高，公司净利
表现有望更优。

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19 年的每股收益分
别为0.92元和1.17元，目标价
相当于 2019 年 23 倍市盈率。
上调评级至买入 A-，目标价
26.8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掘金龙虎榜

汽车行业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8个

行业资金净流入，其中汽车行
业、酿酒行业、专用设备等行业
资金净流入。53个行业资金
净流出，其中通讯行业、电子元
件、房地产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3只个股获
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深信服（300454）公司向

企业级用户提供信息安全、云
计算、企业级无线相关的产品
和解决方案。25日获机构净买
入5398万元。

东方时尚（603377）公司
主营业务为机动车驾驶培训，
属于汽车消费综合服务商。25
日获机构净买入4534万元。

金正大（002470）公司的
主营业务为复合肥、缓控释肥、
硝基肥、水溶肥、生物肥、土壤
调理剂等土壤所需全系列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为种
植户提供相关的种植业解决方
案服务。25日获机构净买入
3369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白 杰 品 股

刻意打压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震

荡走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受周末定向降准的消

息刺激，两市均双双高开，中兴
通讯在盘中巨量换手一度打开
跌停，不过受金融、地产股拖
累，市场最终震荡走低直到收
盘。截至收盘，两市涨停55只，
跌停27只。技术上看，沪深股
指盘中一度收复5日均线，不过
受尾盘走弱拖累，沪深股指甚
至失守了5小时均线，但沪深股
指60分钟MACD指标仍保持金
叉状态，显示在上周探明底部
区域后，周一的下跌又是一次
借消息面洗盘。期指市场，各
合约累计成交减少、持仓增加，
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
显增加。综合来看，受人民币
贬值预期影响，上证50指数是
周一杀跌的主力，其尾盘更是
刷新近期低点，但从本质来看，
在现有环境下，人民币持续贬
值预期并不存在，因此此番刻
意打压势必会被修正。

资 产 ：周 一 按 计 划 以
61.13元买入中国平安1.2万
股，之后以60.6元卖出1.2万
股，未能实现降低成本。目前
持有工大高新（600701）11万
股，南玻A（000012）17万股，宜
安科技（300328）7万股，*ST罗
顿（600209）4万股，雷鸣科化
（600985）2 万 股 ，中 国 平 安
（601318）1.2万股，南京银行
（601009）8 万 股 ，洽 洽 食 品
（002557）4.5万股。资金余额
2508684.38 元 ， 总 净 值
7464614.38 元 ， 盈 利
3632.31%。

周二操作计划：工大高新
因重组停牌，*ST罗顿、南玻A、
雷鸣科化、南京银行、洽洽食
品、宜安科技、中国平安拟持股
待涨。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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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走绕城高速的司机朋友们注意，
绕城有了新变化！

从今年4月10日起，成都绕城高速（成
龙立交至接待寺立交）段病害整治工作正
式启动，全面提升行车体验，备受社会关
注。

整治已进行2个月，进展如何？6月25
日，记者从川西高速公司了解到，目前成
龙立交至接待寺立交段外环已完成病害
整治，施工已转入内环，记者驾车行驶在
新路面上，明显感受到行车舒适度大为提
升，车辆不再颠簸，标志标线、护栏都焕然
一新。

实测 完工路段行车舒适度提升
25日，记者驾车从锦城湖立交驶入成

都绕城，沿着外环一路向东，驶向成龙立
交，这是绕城高速第一阶段病害整治路
段。

在绕城路段的行驶中，记者可以明显
感受到，行车舒适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之前走这一路段时，因为路面上坑坑洼
洼，车辆时常颠簸，如今，在路面重新铺设
后，已感受不到颠簸，车辆非常平稳。

不仅是路面翻新，成龙立交至接待寺
立交外环路段，标志标线重新进行了施
画，路边的波形护栏也重新更换。

记者从川西高速公司了解到，成都绕
城2001年建成通车，双向6车道，主线全长
85公里，日均站口车流量已达69万辆，占
全省路网四分之一，日均断面流量达16万
辆，超过设计流量2倍以上，为省内最繁忙
的高速公路。

同时，由于绕城在功能上也有别于普

通放射状高速，既是高速路网的核心转换
枢纽，也是成都市的主要交通干线，承担
着城市快速通道的职能。

由于牵涉面太广，绕城高速路面病害
整治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接待寺立交
至成龙立交，主要包括路面病害挖补、罩
面及部分匝道病害处治，护栏翻新、立柱
提升、标线翻新以及锦城绿道绕城线内工
程，目前已完成外环施工，已转入内环继
续施工。

进程 昼夜施工每天推进一公里
作为全省最繁忙的高速，绕城病害整

治，其实两年前便已提上日程，但由于车
流量巨大、影响面广，施工组织有很大难
度。

记者了解到，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施工

对现有交通的影响，川西高速公司与交
警、高速执法、设计、施工等相关单位，前
期多次开展科学论证，反复讨论修改施工
和交通组织方案。

据了解，在病害整治期间，施工路段
白天占用第三、第四车道；晚上车辆少，则
实行断道施工，“白天车流量太大，不能断
道施工，否则将极大影响市域交通。”

自整治开始后，川西高速公司组织2
个挖补组、2个罩面组，挖补组白天先行进
场施工、罩面组晚上进行路面铺设，平均
每天推进一公里。

每晚11点至次日凌晨5点，绕城断道
以后，施工方便从10余公里外的搅拌厂，
运来搅拌好的沥青，进行路面铺设。

为了确保施工质量，川西公司专门安
排技术人员，对原材料、成品等进行检测，

以确保满足设计要求，在路面铺设完成
后，再进行检测，直到符合技术标准。

阶段 转入内环整治交通管制有变
记者了解到，在外环整治完成后，施

工已转入内环，从6月14日至7月28日，绕
城高速（成龙立交-锦城湖-接待寺立交）
内环路段实施路面病害整治工程。

具体来说，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
占用内环第3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每晚
11点至次日凌晨7点，内环实施封闭施工。

为了确保施工顺利，成都市交管局也
对施工路段及两端缓冲路段进行临时管
制，具体包括狮子桥立交至成龙立交，成
新蒲立交至接待寺立交为施工路段的缓
冲路段。

在施工路段及缓冲路段内，每天上午
7点至晚上10点、以及下午5点至晚上8点，
都禁止载货汽车通过收费站及互通立交
驶入绕城高速。其中，成龙立交往狮子桥
立交外环道路，接待寺立交往成新蒲立交
内环道路不限制载货汽车通行。

此外，在施工期间，早上7点至晚上11
点，施工路段机动车双向行驶，晚上11点
至次日7点，内环道路封闭施工，禁止机动
车通行，外环道路正常单向通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摄影杨涛

滴滴外卖优惠力度大
记者体验发现，滴滴外卖暂无独立

APP，需从滴滴出行APP顶部菜单中的一
个“外卖”入口进入。点进一看，周围的商
家还是挺多，但是连锁品牌商家的入驻量
还需要改善。平台上目前已有部分商户
开通了外卖业务，可接受消费者订单。

滴滴外卖成都上线第一天，优惠力度
巨大，首页可以点击新用户立享50元大礼
包，礼包由5张价格从4元-17元之间的

“外卖通用券”构成，无门槛通用代金券可
以叠加商家折扣使用，看来滴滴外卖这次
非常大方了。

与此同时，美团外卖推出了满35立减
15元的美食红包，饿了么也推出了满35
元减15元、9元的满减券和8元无门槛的

“今日专享”优惠券。看来，滴滴外卖筹备
多时入局成都，美团、饿了么也早已做好

准备，补贴大战再次在成都上演。

遭遇爆单商家暂停配送
25日11点左右，滴滴外卖平台上多家

商铺挂出“订单火爆，暂停配送”的标签，半
个小时之后，平台上的商家又陆续恢复了
服务。而同样推出大力度补贴的情况下，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却没有出现类似的情
况。可见，一方面，高额的补贴极大的刺激
了消费动力，有助于滴滴在成都快速打开
外卖市场。另一方面，已经在成都外卖市
场深耕多年的美团外卖与饿了么更加成
熟，筑起了坚固的城墙，滴滴外卖想拿下这
块市场，还需要全方面提升竞争力。

为了充分体验滴滴进驻成都给外卖
带来的新节奏，记者分别在滴滴、美团、饿
了么三个平台进入同一家商铺点餐，并于
11：45完成付款。其中，一位同事享受了
滴滴外卖立减20的无门槛券，而另外两位
同事则分别享受了美团和饿了么的15元
满减券。

从配送速度来看，从下单到完成配
送，滴滴外卖在12：07分送达，美团外卖
12：11分送达，饿了么12：16分送达。除

了饿了么略微超出30分钟的配送时间，其
他两家的配送速度都很快。

消费者体验：感觉有点坑
记者观察到，滴滴外卖骑手有的穿着

带有滴滴外卖logo的工作服，有的骑手未
穿滴滴骑手的工作服。而记者在此前采
访中了解到，滴滴外卖在成都的骑手还是
依靠众包，还没有建立自己的配送团队。

生意火爆的现象背后也存在问题。
一位在春熙路上班的消费者向记者爆料，
她扣完优惠券后价值33元的“仔姜爆鸭”
变成了“藕丁炒火腿丁”，在跟商家沟通之
后，重新配送的“仔姜爆鸭”又送错了地
址，这次体验让她感觉有点坑。“毕竟之前
不是专门做外卖的吧。”她向记者感叹道。

滴滴外卖体验还有很大改进空间。
为大量餐饮企业做过品牌咨询的湛蓝互
动创始人兼CEO徐露表示，从体验感上
来讲，因为本身不用专门下载APP，直接
在滴滴打车上就可以下单，这个比较方
便，上门的速度也比较快。但是平台上的
商家太少，商家的品质、推荐位、易选度等
都需要改善。

6月22日，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
商宣布：7月1日起取消流量“漫游”费。
对消费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而
在此前，运营商们还推出了多款“不限
量”套餐，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者在选购了
相应的流量套餐后，就可以随心随地使
用手机流量了？还有哪些“流量陷阱”需
要注意？

根据工信部20日发布的最数据显示，
5月份，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近4GB，
再创新高。除了接入量，5月当月户均移
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同比增长169.3%，增速
较上月提高15.4个百分点，增速为最近12
月内新高。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说明运营商之间
的竞争更加激烈了，流量促销更加优惠，

用户使用起流量来也少了很多顾虑，“和
运营商积极推广不限量套餐有关系。”手
机流量“不限量”背后暗含限制性条款

然而各大运营商推出的“不限量”套
餐，在看似优惠的套餐背后却隐藏着不少
限制性条款。

近日，有网友抱怨自己购买的4G网络
不限流量套餐，每月使用超出一定流量
后，上网速度会变慢，打开网页需要等待
几秒钟，甚至连登录微信都很困难。打电
话给运营商却被告知，若想要恢复4G网
速，还需要额外购买流量加速包。

电信专家表示，用户使用流量达到一
定上限后之所以会被限速，是因为运营商
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未达到为每个人开放
无限流量的能力，运营商只有通过限制网

速，才能保证绝大部分用户的使用体验。
而对于专家的解释，很多网友并不买账。
在他们看来，“不限流量”的字面意思就是

“无限使用流量”，运营商在其中加了“限
速”等前置性条件却不加提示，实际上是
对消费者的一种欺骗行为。

目前，多家运营商都将不限流量套餐
的广告放在了首页最显眼的位置，但达到
一定流量后会被限速的字样却隐藏在海
报的角落中，并不醒目。

另外，还有不少网友吐槽，运营商推
出的定向流量套餐中，也存在类似套路。
比如，某视频网站与某运营商合作推出定
向流量套餐，在广告中号称用户使用该视
频APP时，不会产生任何流量费用。但仔
细阅读套餐合同条款，却发现免费的只是

观看视频所产生的流量，并不包括APP中
图片、文字、弹幕、第三方广告加载过程中
产生的流量。

近日，工信部明确要求运营商规范宣
传：“要高度重视当前‘不限量’套餐宣传
中存在的问题，全行业立即开展自查工
作，切实规范此类套餐的宣传推广行为，
不得夸大宣传，对于限制条款要标示醒
目。”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
副主任朱巍认为，运营商即使在套餐办理
合同中有不限量流量使用前置条件的条
款，但如果没有在用户办理时加以提示，
或者在合同中对该条款没有特别标注，也
属于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据新华网 央视

滴滴外卖成都开送
首日遭遇爆单暂停配送

破局者滴滴
外卖是高频的互联网消费，

也有助于利用大数据掌握用户
消费习惯。但外卖是一项有很
好利润的业务吗？显然不是。

美团点评招股书披露，收入
为2015年40亿元、2016年130亿
元，2017年339亿元，但连续三年
分别亏损105亿元、58亿元及190
亿元。经调整的亏损净额为59
亿、53.5亿、28.5亿。

其收入主要分为餐饮外卖，
到店、酒店及旅游，以及新业务
及其他。其中，2017年餐饮外卖
贡献了62%的收入。但2017年，
外卖销售成本较2016年的57亿
元增长了238.8%，达到了193亿
元，占总销售成本的88.9%！2017
年餐饮外卖业务的毛利率仅为
8.1%，主要由于美团点评就提供
配送服务产生大量销售成本。

美团进入滴滴擅长的打车
领域，是拓展边界，是以低利润
业务向更高利润业务进军，而滴
滴从打车进入外卖，既是战略防
御，也是攻击手段，迫使美团外
卖盈利往后推。

滴滴VS美团会演变成怎样
的局面？腾讯为美团最大股东，
持股比例约20.14%，饿了么是阿
里系。滴滴投资结构中虽然既
有腾讯又有阿里，但如今的滴滴
也越来越独立。

美团、滴滴都在大举推进市
场，双方都打过城市争夺战，擅
长市场运营血拼。有当地接近
双方的市场人士透露，单在成都
市场，双方预计就会投入上亿资
源进行市场推广。

波诡云谲的背后，可想见接
下来外卖市场又将掀起腥风血
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曙驰王婷尚志余玮摄影报道

6月22日，以外卖作为立身之本的美
团点评正式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而3
天后（6月25日），滴滴外卖在成都首次开
始展开业务，这也是滴滴外卖继无锡、南
京和泰州之后上线的第四座城市，第一次
与成都市民相见，滴滴外卖十分豪气，送
出了新用户立享50元的大礼包，在大额
优惠券对用户的刺激之下，当天订单十分
火爆，滴滴骑手们不得不冒着当天的大雨
四处送上外卖。

然而首日的火爆程度或许超过了滴
滴的预计，部分商家出现爆单，滴滴外卖
页面在上午11点出现了暂停配送的提
示。对此，滴滴成都有关人士提示需要错
峰下单。

流量“漫游”费下周取消“不限量”背后暗含限制条款

成都绕城病害整治部分完工
行车舒适度大为提高

成都街头又多了一支橙色外卖大军。

6月25日，成都绕城高速外环方向整治工作已经完工，整治后路面更平整、标识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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