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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子二手车发布11月二手车瓜子价 成都交易量排全国第一
日前，基于海量个人对个人的二

手车成交数据，瓜子二手车公布了11
月全国及多个核心城市的二手车交
易“瓜子价”数据。数据显示，2018
年11月全国瓜子二手车严选直卖签
约 均 价 为 87739 元 ，环 比 上 涨
0.27%，同比上涨10.87%，连续9个
月保持上涨势头。

进入二手车交易旺季后，瓜子二
手车严选直卖交易量一路上扬，10
月、11月两个月交易量环比增幅平均
达到了近30%，增长势头迅猛。

据了解，与传统二手车交易中压
低收车价、提高售出价，层层加价的

差价交易模式相比，瓜子价对个人卖
家与个人买家提供透明一致的价格，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无中间商赚差价
的直卖交易，建立了二手车交易的价
格信任与行业指标。

瓜子二手车公布的信息显示，11
月成都瓜子二手车严选直卖签约均
价为90074元，价格相对平稳，严选
直卖交易量在全国各城市位居榜首，
保持上月大幅攀升的势头，二手车交
易热度不减。11月成都热门交易车
型0-1年、1-3年、3-5年、5-8年的
价格区间分别如下（单位：万元）：
大众POLO 6.3-7.0，5.7-6.7，5.1-6.1，

3.7-4.5
福克斯 8.5-9.0， 6.9-8.2， 5.7-6.6，
4.1-5.1
高尔夫 11.7-12.3，10.1-11.4，8.6-9.9，
6.5-8.2
科鲁兹 9.1-9.5， 6.1-7.2， 5.3-6.0，
4.1-4.7
英朗 7.9-8.5，7.2-7.9，6.1-6.8，5.1-5.7
宝来 8.8-9.3，7.5-8.4，6.5-7.2，3.9-5.1
速腾 11.1-11.7， 9.7-10.7， 8.3-9.1，
5.9-7.2
哈弗H6 9.8-10.2， 7.2-8.4， 5.7-6.5，
4.1-4.4
捷达 6.1-7.1，5.4-6.0，4.3-5.4，3.4-4.1
凯越 5.6-6.1，5.2-5.6，4.5-4.9，3.4-3.8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蔡世奇

自贡-北部湾铁海联运班列
连通全球

2018年 8月 27日，自贡市自
流井区现代综合物流园区内，日产
600吨植物油的西南(自贡)无水港
北部湾一期油脂加工项目正式投
产。同时，打通自贡南向出海大通
道，自贡-北部湾铁海联运班列也
随之开通。

“自贡—北部湾铁海联运班列
的开通，确实是自贡乃至川南的一
件大事。今后，从自流井出发，可
以连接到东南亚甚至欧美，加强自
贡与世界的经贸往来，助推经济发
展。”自贡市民陈先生说，这在以
前，想都不敢想。

这意味着，今后国外的大豆将
源源不断地经此运往自贡，自贡及
川南特色产品也将从此直达北部
湾港运往全球。随着南向出海大
通道的打通，自贡将有望成为大宗

物流集聚点、三港合一大口岸，在
西南（自贡）无水港以及依托无水
港和自贡南铁路物流园而形成的
舒坪综合物流园的基础上，构建具
有外贸孵化中心、大宗商品大数据
平台、保税B型仓、生产资料专业
市场等功能的东盟物流产业园。

南向物流通道打通
节约10天以上

自贡“入海”开放,老工业城市
转型升级的势头更加强劲。“班列
开通后，每次将有50个集装箱25
吨的巴西大豆，从防城港运到自
贡。在日处理大豆能力可达3000
吨的西南（自贡）无水港一期北部
湾油脂加工项目进行加工后，将被
销往全川各地。”自贡北部湾油脂
工业公司负责人介绍。

今后，自贡的机电、化肥以及矿
产品，有望通过这趟班列运往北部
湾，再通过海上物流通道，出口至东
南亚、印度洋沿岸国家、中东国家以
及美洲、欧洲等全球各地。“自贡冷
吃兔等川南特色产品，也有望从自
贡直达广西北部湾港出口，让海外
的‘好吃嘴’们一饱口福。”

据了解，铁海联运班列将把自
贡与广西北部湾港口连为一体，并
以自贡为桥头堡，面向西南市场提
供铁路整车货运、零担拼配、集装
箱拼箱、拆箱及公铁联运、港铁联
运、物流信息服务。每年可提供约
580万吨货源，有望使自贡企业物
流成本下降20%以上，物流平均时
间缩减4天，物流环节提效50%。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恪生

2018年 12月 29日上
午9时，中国体育彩票竞彩
足球游戏将正式开售2019
年阿联酋亚洲杯第一轮12
场小组赛，胜平负（或让球
胜平负）、总进球数、半全场
胜平负、比分等玩法均可接
受单场投注。新年将至，辞
旧迎新之际，球迷在享受假
期的同时，还能体会来自亚
洲杯带来的双倍乐趣。

12场小组赛
助兴元旦佳节

对于告别了世界杯的
球迷们来说，亚洲杯的开打
为他们提供了可竞猜的重
量级赛事。首轮小组赛最
先开打的是东道主阿联酋
对阵巴林的比赛。东道主
的第一次亮相自然会引发
极高的关注，就现实情况而
言，无论实力还是天时地
利，阿联酋都占据绝对上
风，用“开门红”回馈球迷应
该是最好的结果。

在后面的比赛，各大
热门也将悉数登场，首轮
对决中，伊朗、沙特、澳大
利亚、日本队的对手都相
对较弱，有望以胜利开启
本届亚洲杯。中国队也
将在1月 7日迎来第一个
对手吉尔吉斯斯坦，由于
李学鹏因伤无缘本届亚
洲杯，所以在人员调度上
里皮还是需要一个调整
的过程。同组中第一次
参加亚洲杯的菲律宾队
由名帅埃里克森率领，队
中除了加迪夫城队的主
力门将埃瑟里奇，还有很
多归化球员，本次杯赛的
表现值得期待，但小组赛
首场就面对夺冠大热门
韩国，他们还是稍处劣
势，需要去拼对手。

除此之外，像叙利亚
和巴勒斯坦，卡塔尔和黎

巴嫩这样水平接近球队的对决应该会更激烈，比赛
的可看性会更强。只是由于缺少明星球员，所以关
注度相对低一些，但实力的平均使得竞猜有一定难
度。

欢乐互动 引爆全民能量

2019亚洲杯给了中国体育彩票一个与亿万球
迷互动互联的机会，除了竞彩开售51场亚洲杯比赛
和冠军竞猜、冠亚军竞猜外，还有多种方式参与互
动，让亚洲杯离你更近。

1月5日-2月1日，中国竞彩微信号将开展“亚

洲杯，势不‘两立’”答题
抽奖活动。届时，所有
参与者都将与其他40多
位用户同台竞技，畅享
答题乐趣。本次活动抽
奖次数多,奖品十分丰
厚。活动期间，参与者
通过答题获得抽奖次
数，每人每天有三次答
题机会；连续签到的用
户每天还将额外获得最
多三次抽奖机会；抽奖
也有机会获得抽奖次
数。除 iPhoneXS Max
手机以外，还有捷波朗
蓝牙耳机、阿迪达斯卫
衣、双肩背包、美的温控
热水瓶、京东 E 卡等丰
富的奖品。

亚洲杯期间体彩顶
呱刮也将推出精彩活
动，自1月 3日至 2月 1
日，顶呱刮新春购彩季
将推出“燃烧你的亚洲
杯”活动。活动期间，购
买竞彩足球游戏（包括
竞彩足球胜平负、让球
胜平负、比分、半全场胜
平负、总进球数以及冠
军、冠亚军竞猜游戏），
用微信“扫一扫”扫描竞
彩票面上的活动二维码
并参与线上活动，就有
机会获得2-600元即开
票代金券一张（可兑换
生肖及体育主题即开
票）。请注意，个别省市
不参与此次活动，活动
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销
售网点。

在亚洲足球的巅峰
舞台上，每一支球队都将
倾尽全力；在公益的舞台
上，中国体育彩票正等着
与您一起书写历史。新
年伊始，一边享受亚洲杯
赛事盛宴，一边通过中国
体育彩票体验竞猜乐趣、
支持公益事业，这一定是
一份热情而美好的新年
礼物。

亚洲杯小组赛开售
12场比赛元旦嗨翻天

网友踊跃投票
“西南（自贡）无水港”公众票选

进入“2018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事件”前十
12月28日，“榜

样中国”2018 四川
十大经济影响力人
物评选公众投票已
经告一段落，但网友
们的参与热情仍然
高涨。截至23日投
票通道关闭，此次网
络投票总数达 587
万，“2018四川十大
经济影响力事件”投
票 达 到 74 万 。 其
中，自流井区——

“‘西南（自贡）无水
港’之自贡—北部湾
铁海联运班列开通
四川南向出海最便
捷线路打通”事件，
以 高 票 跻 身“2018
四川十大经济影响
力事件”前十名。

回忆
12月 19日早上，中国铁路成都

局集团公司成都机务段，成都北编组
站，28 岁的火车司机陈龙，登上
87004次货运列车。

货运列车从成都到广元，他会途
经一座十分熟悉、却留有特殊回忆的
大桥——宝成铁路涪江大桥。

今年 7月 11日，绵阳连续强降
雨，宝成铁路涪江大桥下，浑浊、汹涌
的洪水冲击着铁路大桥桥墩，一旦桥
被冲毁，宝成铁路将中断。

两列超过45节编组的重载列车，
自重超过四千吨，要用自身的重量压
住大桥，保住宝成铁路。

两列压桥火车中的一列，便由陈
龙驾驶。

惊险
“机头上涪江大桥时，两侧都是洪

水，明显感觉到桥在抖动，走到最中间
时，抖动感最强、也是最害怕的时候。”
陈龙说。

暴雨倾盆、洪水滚滚、桥体不稳，
甚至有车毁人亡的危险。

“速度不能超过8公里，一旦速度
过快，更会加剧桥梁震动。”火车平时
通过大桥，几乎是一晃而过，而他操纵
火车通过这座390米长的铁路大桥，
整整用了3分钟。

4000吨重的火车，能压住桥梁不
被洪水冲毁吗？陈龙告诉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当时想过，万一洪水继
续猛涨，出了事，这个家也就散了。”

“火车压桥抗洪”保住宝成铁路

90后火车司机：
重车过桥后
才给妻子打电话

陈龙的手机里，至今保存着一段36秒的视频。
视频的开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绵阳发生的最大洪水，夹杂着树枝杂物，冲击着宝成铁路

涪江大桥，一度漫上桥面。
紧接着，镜头回到火车驾驶室内，铁路桥两侧、洪水滔天，四千吨重的火车上桥、停稳、压桥，6个

小时后，宝成铁路保住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摄影谢凯 纪陈杰

过关
陈龙是甘肃人，在成都结婚有了小

孩，驾驶火车压桥前，他没有给家里打
电话，只是在重车开过桥后，给妻子打
过一个电话。

“没敢给父母打电话，简单给妻子
说了一下，只说我在执行任务。”陈龙回
忆着当天的情景。

好在，洪峰过后、天公作美，暴雨没
再继续，重车在涪江大桥上停留6个小
时后，大桥度过了危险期，宝成铁路保
住了。

纪念
当晚10点回家时，陈龙发现，小孩

已经睡了，老婆还在等他回家，丈母娘
知道后，脸色特别难看。

用重载火车的重量，压住桥梁以免
被洪水冲毁，在西南地区也是第一次使
用，陈龙吃了第一只“螃蟹”。压桥过
后，他一下成了“网红”，“重车压桥”也
登上了微博热搜和各大媒体头条。

“毕竟是我的工作、职责。”如今，陈
龙依然值乘成都至广元一线，来回在宝
成铁路线上跑。

基本上每周，他都会从涪江大桥
上经过，“有时候路过，会想起重车压
桥，是比较特殊的一次经历，久了也
就淡忘了。”

但他说，重车压桥时，那段在驾
驶室内拍下的 36 秒视频，他会永久
保存下去。

11家川企在港成立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四川企业分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赵雅儒）12月
28日，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四川企业分
会在香港成立。此次是在省国资委、香
港中国企业协会的推动下，以四川国有
企业为主要创始发起人，成立香港中国
企业协会四川企业分会。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立于 1991
年，是以中国内地资本经营的企业为主
组成的非牟利性社团组织，目前拥有近
1000家会员公司，设立有11家分会，
其中10家地区性分会，1家行业分会，
四川企业分会是香港中国企业协会辖
属的第11个分会，也是香港中企协下
设的第一个西部省份分会。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四川企业分会
由11家在港川资企业作为创始成员发
起。中国四川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为首
届会长单位，四川发展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四川能投（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长
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五粮液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泸州老窖国际为首届
副会长单位。未来，四川企业分会主要
职能是在香港中国企业协会的领导下，
密切在港川资企业间联系，搭建合作发
展平台，为深化川港合作及维护香港繁
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广元市昭化区：
巧用六招“一卡通”直通人心

华西都市报讯（姜德辉 刘绍凯 记
者 陈静）今年来，广元市昭化区探索推
行惠农惠民资金“六统一”模式，让“一
卡通”直通人心。

统一收集信息。对全区所有农户
持有的社保卡、农商行银行账号、手机
号等进行全面收集、核实，并提供给行
业主管部门和驻地农商行网点。

统一发放渠道。根据农商行网点
遍布全区所有乡镇，且农村群众95%以
上的社保卡都是在农商行办理的实际
情况，将全区所有惠农惠民财政补贴资
金通过在农商行开设的户主社保卡统
一发放，对于农户无农商行社保卡的，
通过在农商行开设的其他银行卡发放，
实现“多卡变一卡”目标。截至目前，全
区惠农惠民补贴卡由原来的12.53万
张，减少到7万张。

统一短信告知。
统一乡镇直发。将民政、建设、农

业、林业等12个部门涉及的低保、建房
补助、耕地地力补贴等17项惠农惠民补
贴资金发放权限，统一下放给乡镇，变
部门“多头发放”为乡镇“单一发放”，解
决惠民资金发放“散”、兑付慢的问题。

统一明白清单。建立惠农惠民财
政补贴项目动态“明白卡”，次年由乡镇
将农商行代发的补贴，以户为单位将每
户惠农惠民补贴项目、资金金额等进行
动态公示，切实提高惠农惠民财政补贴
资金的透明度。

统一“廉心卡”监督。成立惠民惠
农资金精准监督小组237个，制作5万
余张“廉心卡”，公布区、乡、村监督员电
话，全覆盖张贴上墙，将监督搬到群众
家门口。

今年7月11日，绵阳连续强降雨，两列超过45节编组的重载列车，用自身的重量压住大桥，保住了宝成铁路。

90后火车司机陈龙。

自贡-北部湾铁海联运班列。 开售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