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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五连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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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洽洽食品（002557）

传统产品大幅提价
投资要点：洽洽食品对于主力传

统产品（包括绿袋、红袋）提高出厂
价，平均涨价幅度在 8%-10%左右。
而每日坚果6月底出厂价亦提价7%
左右，两大主力产品提价将有望增厚
今年下半年业绩。提价时间点和幅
度合情合理：公司上一次提价为2013
年，期间原料、人工成本均有上涨。
2016年年底传统红袋由于原料调整进
入产品升级期，至2017年9月份，传统
产品调整期结束，收入增速转跌为升。

投资评级：略上调前期预期，预
计 2018-2020 年洽洽收入分别为
42.5 亿、47.9 亿、52.4 亿，同比增长
18%、13%、9%，净利分别为3.9亿、4.4
亿、4.9亿，同比增长21%、13%、12%，
对应2018、2019PE分别为21X、19X，
维持“买入”评级。

东北证券：耐威科技（300456）

MEMS晶圆制造满产
投资要点：公司产业领域定位为

军工电子和物联网双轮驱动。布局
传感-芯片-器件-系统-应用产业
链，通过底层器件支持系统级应用，
实现低成本的军民融合各领域业务
扩展。产业协同方面，MEMS能够为惯
导业务解决高精度传感器，新布局
GaN项目对军工电子提供核心材料支
撑。公司实为MEMS晶圆纯代工厂前
列，产能及利用率双双提升，充分受
益行业景气。

投资评级：如果今年完成增发，
且募资满16亿元、发股达0.56亿股，
则股本将扩大至 3.38 亿股。预计
2018-2020年EPS为0.39元、0.51元、
0.82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70.21 倍、
53.63倍、33.27倍，给予“增持”评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问：周四沪指高开，盘中冲高回
落，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尽管早盘权重股带动股指一
度冲高，但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背景
下，市场再度走弱，14点后股指虽有
所企稳，但反抽力度并不强，最终沪
指收出5连阴。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34只，跌停13只。技术上看，尽管上
证50指数逆市小幅飘红，但各股指
依然失守5日、10日均线；60分钟图
显示，仅创业板指仍险守60小时均
线，各股指60分钟MACD线依然保持
死叉状态，显示短期走弱趋势并未改
变；从形态上看，笔者之前提到的周
二低点再度失守，使得短期技术形态
遭遇破坏，虽小级别技术周期显示周
五市场将有反抽出现，但除非发生逆
转行情，如沪指重新收复2816点，否
则短期即使有反弹也只是减仓信
号。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增
加、持仓减少，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
平整体大幅缩减，其中有6个合约甚

至出现难得一见的正溢价，这或许预
示着短期超跌严重，后市理应出现一
定力度的反弹。综合来看，尽管当前
市场估值处于历史低位，虽贸易摩擦
告一段落，但受限于汇率担忧，资金
面情绪持续低迷，能否再次出现一根
中阳重新激发人气已显得额外重要。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4.82元均价
买入南玻A19.55万股，之后以4.83元
卖出19.55万股；以59.1元卖出中国平
安1.2万股；以7.59元卖出南京银行8
万股；*ST罗顿复牌封死跌停未能卖
出。目前持有工大高新（600701）11万
股，南玻A（000012）19.55万股，宜安科
技（300328）10万股，*ST罗顿（600209）
4万股，洽洽食品（002557）4.5万股。资
金 余 额 4015674.63 元 ，总 净 值
7625114.63元，盈利3712.56%。

周五操作计划：工大高新因重组
停牌，*ST罗顿拟择机卖出，宜安科
技、洽洽食品拟持股待涨，南玻A拟
先买后卖做差价。 胡佳杰

掘 金 龙 虎 榜

钢铁行业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7个行业资

金净流入，其中钢铁行业、保险、安防
设备等行业资金净流入。54个行业
资金净流出，其中医药制造、电子元
件、化工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1只个股获机构净
买入。

个股提示
拓尔思（300229）公司所从事的业

务主要是大数据、内容管理和信息安全
领域的软件技术研发、软件产品开发销
售以及提供相关的技术 开发和运维服
务。19日获机构净买入581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瓜得狠”
意外袭来

下个馆子 三成时间花在排队上
最新餐饮调查数据显示，成都就餐排队时长全国第五

平均每次等位时间接近19分钟
7月18日，在上海举办的2018口碑

新餐饮行业峰会上，市场咨询公司艾瑞发
布了最新的餐饮消费趋势，相关数据显
示，超过4成消费者有明显感觉，近一年自
己就餐排队的时长显著增加。

阿里旗下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口碑的数
据也显示，消费者近一年外出就餐的频次
为平均每周5.2次，平均每次的排队等位时
间接近19分钟，而消费者整体从到达餐厅
到吃完离开，平均的时长为70分钟，平均排
队时长已经占据整体用餐时间的近30%。

上海就餐等最久成都排第五
口碑的调查还显示，上海、广州、杭

州、北京、成都成为单次就餐排队时间最
长的城市前五名。这些全国餐饮消费力
最强的城市，呈现出了餐饮消费体验没有
跟上餐饮消费发展速度的尴尬现状。

以“排队第一城”上海为例，人均就餐
排队时间超过全国水平21%，高达每次23
分钟。同时在上海，去年有近三成消费者
有过1小时以上的排队经历。接受调查中
有76%的上海消费者称，在过去一年有因

排队时间过长而放弃就餐的经历。

新技术化解排队难题
排队问题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就餐体

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了缓解每逢饭点
就排队的问题，也有不少商家开始尝试在店
内引入手机预点单、到店扫码点单等新技
术，甚至有奶茶店开始尝试引入机器人。

在业内人士看来，用互联网技术优化
就餐体验，解决排队难等问题，是让消费
体验迅速跟上消费升级的好方法。包括
餐厅接入手机点单功能在内的手段只是
餐饮经营数字化的第一步，长远来看，从
业者还要真正实现自身功能及服务的线
上化经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艾晓禹

2015 年 7 月，证金公司出资
2000亿元设立了5只基金，易方达
瑞惠、嘉实新机遇、招商丰庆A、南方
消费活力、华夏新经济5只“国家队
基金”的动向一直备受市场关注。截
至19日，7月19日，5只“国家队基
金”二季报已全部披露。二季度5只
基金依然重点持有大盘蓝筹股，和一
季报相比仓位、份额数据差异不大。

国家队略微调低仓位
从规模看，招商丰庆A二季度末

为161亿元，易方达瑞惠二季度末为
153亿元；南方消费活力二季度末为
149亿元，嘉实新机遇二季度末为
127亿元，华夏新经济二季度末为
117亿元。

而从基金股票仓位看，仓位发生
最大调整的嘉实新机遇，其股票仓位
也仅降低3.77个百分点，由59.17%
降至55.4%。而其他4只基金股票
仓虽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均不足
3个百分点。

南方消费活力二季度十大重仓
股中，新进了宁波港，而原有的白云
山消失。

持仓几乎没有变化
公告显示，南方消费活力基金二

季度前十大重仓股包括贵州茅台、中
国人寿、伊利股份、青岛海尔、绿地控
股、白云山以及军工、航空板块的中国
重工、海航控股、航天信息、申能股份；
其中仅白云山为二季度新进品种。

华夏新经济基金同期配置的重
点行业也是消费、医药、金融、地产，
十大重仓股包括招商银行、伊利股
份、华侨城A、中航资本、浦发银行、
康美药业以及通信、电子行业的鹏博
士、欧菲科技、国电电力、大秦铁路
等；以上个股与一季度持仓一致。

嘉实新机遇二季度配置重点在
大盘蓝筹股、以及部分计算机和医药
个股。前十大重仓股分别为东方航
空、航天信息、大秦铁路、国电电力、
华能国际、恒生电子、天士力、同方股
份、用友网络和长安汽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只基金在大
类资产配置比例上显示出了较大的
差异。与一季度相比，南方消费活
力、嘉实新机遇两只基金均维持了
中等偏低仓位，股票资产占比都在
56%左右，华夏新经济则依然高仓位
运行，股票市值占比达87%。

下半年继续看好蓝筹股
对于后市，南方消费活力基金经

理认为，二季度国内经济增速预计平
稳回落，企业盈利小幅下行。利率水
平在外围美联储加息、内在降成本的
需求下，边际有所放松，但空间不
大。政策重点还是调结构、去杠杆、
防风险，叠加外围不确定性因素，国
内经济承压，但经济整体韧性仍然强
劲，总体有望保持平衡运行和中高速
增长。在此背景下，权益市场将可震
荡企稳并逐渐展现出更大的吸引
力。南方消费活力基金将继续保持
中性仓位，重点配置低估值蓝筹个
股。

上半年基金重仓个股开始一一
曝光，7月份以来，公募基金以及私
募基金也马不停蹄展开大规模调研，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从7
月以来至今（7月19日）公募基金调
研机构家数超5家，并且私募调研家
数超5家的个股总共10家，在此期
间的区间涨幅表现各有不同，这10
只股分别为中顺洁柔、天虹股份、珀
莱雅、耐威科技、美亚柏科、立思辰、
开润股份、健帆生物、大华股份以及
碧水源。 综合《证券时报》、新华网

国家队基金二季度持仓揭晓
继续重仓大蓝筹

暴雨导致成都本地菜被淹，外地菜难进，丝瓜涨幅超6成

“又下暴雨了！”7月以来，在成都听到这
样的感叹可能比听到“你吃了吗？”还要多。

成都入夏后这场罕见的暴雨，对“吃”
的影响可不小，特别是蔬菜。从2日大暴
雨以来，成都的菜市常吃的30种蔬菜，有
20种都涨价了，涨幅多在10%以上，市民
的菜篮子明显变“重”了。本地丝瓜涨幅
更是高达60%以上，继“蒜你狠”“向前
葱”后“瓜得狠”也意外来袭。

漫画/杨仕成

随着人们外出就餐的频次大幅提升，
“排队2小时，吃饭一刻钟”之类的抱怨越
来越多。如今不仅是网红餐厅，日常去到
一些普通餐厅吃个工作餐，消费者往往也
会面临越来越多排长队的情况。

制图/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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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周边区县蔬菜基地被淹（国家统
计局成都调查队供图）。

走访走访
本地丝瓜成涨幅王

从7月2日至今，成都多数时间都在
下暴雨。

7月11日大雨，上午10点许，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了等成都市区多
个菜市场发现，买菜的人比正常情况下少
了一些，但菜价却要比平时涨了不少。摊
主程女士说，暴雨影响了菜价，也导致生
意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一。

在武侯区燃灯寺附近的菜市，摊主张
女士介绍，本地的蔬菜涨幅最大，比如丝
瓜、豇豆、四季豆这些，批发拿货都比较紧
张。据记者了解，6月底时的蔬菜价格与以
往基本持平，但从7月2日暴雨开始后，蔬
菜价格就开始上涨，到7月11日上午约有
一半的蔬菜价格有所上涨，其中本地蔬菜
价格涨幅相对较大，其中丝瓜拔得头筹，6
月30日每公斤大概卖5.5元，到7月19日
每公斤的价格涨到了9.13元，涨幅超60%。

通报通报
7成蔬菜涨幅较大

7月19日，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发
布近期的权威调查数据。暴雨对成都市
场主要食品产生了较大影响，价格上涨，
特别是蔬菜价格涨幅较大，猪肉、牛肉、蛋
价格也有一定涨幅。

据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7月10日
监测数据显示，与暴雨前夕6月30日相
比，监测的30个蔬菜品种中，上涨的多达
20种，涨价面已接近7成，12种蔬菜价格
涨幅超过10%，其中，本地菜价格涨幅最
大，如本地丝瓜上涨66%，四季豆、黄瓜、
豇豆、茄子涨幅都超过30%。同时，猪肉、
牛肉尽管在消费淡季但也受到了持续暴
雨的影响，价格出现了上涨，近期猪肉批
发价格上涨1-4元/公斤。

原因原因
本地菜被淹外地菜难进

据了解，成都本地菜主要来自蒲江、彭
州、郫都区、大邑等地，这些地方低洼，菜地
被淹了，暴雨导致个别路段不通畅，收购的

人也少，菜拉不出来，有的烂在地里了。
大型蔬菜批发商四川康益农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胡先生在双流白家做蔬菜批
发已经多年，他告诉记者，像今年这样的
情况还是比较少见，成都周边的蔬菜，很
多都被水淹了。“菜地一般都在低洼的地
方，暴雨来了，最先淹没的就是菜地。而
且蔬菜本身抗风险能力差，水一淹，叶子
菜就要烂，瓜果也会脱落腐烂。”

胡先生说：“目前成都本地菜的供应大
幅度下降，只能依靠外地运来的菜。然而，
因为持续暴雨，新疆、海南、云南等地的菜
也被耽搁在路上。平时一趟回来50车蔬
菜，现在50车出去，可能只能回来20车，而
且还要延期不少。”说到这里，胡先生连连
叹气：“蔬菜保质期本来就短，遇到暴雨封
路、道路中断，菜运不回来就会烂在路上，
司机只能就地处理，损失很严重。”

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的分析认为，
本次受灾影响最大的是本地蔬菜。本地
菜地被淹、蔬菜受损，农户出菜少，导致收
购商进货少，批发市场出现商贩“抢菜”现
象。特别是依附于地面生长的茎叶菜容
易被水淹，像生菜、空心菜、丝瓜、豇豆、四
季豆等蔬菜受雨水浸泡易腐烂、品相不

好，上市量明显减少。

影响影响
蔬菜涨价或引发连锁反应

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的分析认为，
暴雨对后市影响较大，形势严峻。此次暴
雨受灾面积大，对农作物破坏严重，农户
损失较大。同时暴雨导致后市蔬菜不能
按时栽种，影响下一轮蔬菜上市时间。同
时，菜价等食品价格上涨，会引起生活成
本增加进而导致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

有批发商称，当前成都蔬菜供应稍有
紧张，和外地的蔬菜运输跟不上有直接关
系，建议开通专门的蔬菜应急通道，保障
运送蔬菜的车辆及时抵达成都，满足居民
消费需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秀江
见习记者 刘旭强实习生 邓凌瑶

1.招标条件
1.1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受

巴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
托，拟对巴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楼新建项目设计单位入围
进行招标，建设资金来自业主自筹，项
目出资比例为100% ，招标人为巴中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国内
公开入围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巴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新建项目设计招
标；

2.2建设地点：四川省巴中经济开
发区；

2.3 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约
20000平方米；

2.4设计周期：60 日历天；
2.5招标范围：本工程所有设计工

作内容，工作阶段包括方案设计、初步
设计（含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
以及后续设计技术交底、设计变更、中
间验收、竣工验收等工作；

2.6标段划分：本次招标为设计一
个标段；

2.7施工现场配合服务：整个建
设期 ；

2.8入围数量及评审办法：本项
目共选择三家单位入围，评审办法为
综合评分法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具有国家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行业（房屋建
筑工程）设计甲级及以上 资质，四川
省省外企业需提供《四川省入川从事
勘察设计活动验证登记证》或带二维
码的《四川省省外设计企业入川承揽
业务省厅基本信息录入证》；

3.2投标人 近3年内至少完成3
个 类似项目业绩；

3.3 投标人 拟任项目负责人近三
年内至少完成2个 类似项目业绩；

3.4 类似项目业绩是指：总建筑
面积不少于100000平方米的建筑工
程设计业绩 ；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招标文件自2018年7月20 日至

2018年7月27 日上午9:30- 11:30；
下午15:30-17:30（北京时间，法定
节假日除外）在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地址：巴中市巴州区江北大道盛
华堂B栋603）获取。

本项目招标文件有偿获取，招标
文件售价：人民币500元/份（招标文
件售后不退,投标资格不能转让）。获
取招标文件时，经办人员当场提交以
下资料（提供证明证件不齐不予接
收）：

提供单位介绍信（原件）、经办人
身份证明（身份证查原件，留存加盖鲜
章的复印件）；

营业执照（查原件，留加盖鲜章的
复印件）；

资质证书（查原件，留加盖鲜章的

复印件）；
四川省省外企业需提供《四川省

入川从事勘察设计活动验证登记证》
或带二维码的《四川省省外设计勘察
企业入川承揽业务省厅基本信息录入
证》（查原件，留加盖鲜章的复印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

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8年 8月10
日 10 时00分，地点为永明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巴中市江北大道盛华堂B
座603）。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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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

标网》、《华西都市报》、《永明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官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巴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地址：巴中市江北大道东段151

号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827-5263916
招标代理机构：永明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地址：巴中市江北大道盛华堂B

座603室
联系人：夏先生
电话：18188313820

2018年7月20日

巴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综合业务办公大楼新建项目设计单位入围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