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05

2019.5.15
星期三

责
编

龚
爱
秋

版
式

宜
文

校
对
张
晓

读
四
川

报料热线
028-86969110

白 杰 品 股

耐心等待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冲高震

荡，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受外围市场下跌影响，两市低

开近1%，不过随后快速收复失地，但
因北向资金净流出超百亿，市场尾盘
再度走弱，沪指也失守2900点。两市
涨停53只，跌停6只。技术上看，尽管
两市股指盘中多数时候均在5日均线
之上，无奈尾盘双双失守，而两市成交
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显示短期人气低
迷；60分钟图显示，沪深股指继续失守
5小时均线，但60分钟MACD指标仍处
于金叉状态，不过由于MACD指标红柱
仍在缩减，显示留给多头的时间已经
不多；从形态来看，跟外部股市相比，A
股在周二还是算抗跌的，毕竟最终跌
幅不到1%，由于小级别技术指标已经
底背离，因此剩下的只需等待，哪怕再
破一下2838点也不是坏事。期指市
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明显增
加，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变化
不大。综合来看，考虑到类似于上周
五的神秘力量随时可能会再度出现，
当下只需耐心等待。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4.12元买入
六国化工20万股，之后以4.14元卖出
20万股；另以13.38元买入华工科技6
万股，之后以13.6元卖出6万股。目
前持有南玻A（000012）30万股，大冶
特 钢（000708）4 万 股 ，鄂 尔 多 斯
（600295）6.5万股，天银机电（300342）
10万股，华工科技（000988）6万股，天
邑股份（300504）3.8 万股，六国化工
（600470）20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3337686.42 元 ，总 净 值 9424116.42
元，盈利4612.06%。

周三操作计划：南玻A、大冶特钢、
鄂尔多斯、天邑股份、天银机电拟持股
待涨，华工科技、六国化工拟先买后卖
做差价。 胡佳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
“铲屎官”的行列中。铲屎官不仅给宠
物们精心挑选猫狗粮，各种治疗跌打
损伤疾病的医疗费用也是不菲的开
销，甚至常常因比成人治病更为昂贵
而备受市场诟病。

而今，线上综合财富管理平台陆
金所在其“保险”频道率先推出“萌宠
医疗健康险”，这是业内首个实现AI
猫狗脸识别与在线快速理赔的宠物医
疗保险。猫猫狗狗只需上传萌照就可
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医疗健康保险了，
并且该款保险可承保大部分常见猫狗
疾病，包括消化系统、肌肉骨骼系统、
皮肤病等多个大类共计38项医疗项
目。当前已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和成都五大城市，用户在预约医院
报案后，便可在线上获得赔偿。解决
了收费贵、治疗难的问题。

目前我国宠物健康险在市场上仍
相对稀缺，但由于宠物医疗是新兴产
业同时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完善，这导
致一些宠物医院“乱定价”现象频出，
而宠物医院几乎都是按照自己医院的
情况进行定价，这是造成宠物医院看
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伴随服务便利的AI在线理赔宠
物医疗保险的推出，有业内人士表示，
或许正可以此为契机，推动宠物医疗
行业走向规划化。

陆金所首推
猫狗脸识别黑科技
给宠物上“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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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17位购房者索要“好
处费”30余万元

置业顾问
涉嫌受贿被逮捕
华西都市报讯（赵娜 记者 谢颖）

当你有意向入手一套新房时，置业顾
问表示可以通过他的“活动”，房价可
以再优惠，只需要给他发个红包即
可。面对这样的诱惑，你会心动么？
巴中市某楼盘一置业顾问竟以这种方
式，向多位购房者索要30余万元“好
处费”，日前被巴州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逮捕。

2018年12月以来，巴中城区某楼
盘部分业主在以项目绿化、附属设施
等工程不合格为由进行维权过程中，
通过沟通闲聊发现：他们都在购房过
程中，给该楼盘置业顾问冯某（男，43
岁，巴州区人）送过数额不等的“好处
费”，期望能够达到冯某所承诺的“在
谈好的房价基础上再少一点”。业主
们觉得不对劲，遂将该情况反馈给开
发商。

开发商获知情况后，同年 12月
28日到巴州区公安分局报案，并将
冯某开除。警方对该案进行立案侦
查。经查：2018年 7月以来，犯罪嫌
疑人冯某利用担任该楼盘销售主管
的便利，在与购房者达成口头购房价
的基础上，向购房者承诺：通过他的

“活动”，房价还能再少一些；之后冯
某又以购房者看中的各套房已被人
排号、转让，需要“打点”领导为由，
共向 17名购房者索取了约 30万元
的“好处费”。

2019 年 2月 25日，冯某被抓获
归案。目前，其因涉嫌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已被巴州区人民检察
院批捕。

压力缓了
电信路不再“水泄不通”

5月14日上午11点过，记者
再次来到川大华西医院片区。

“公信道那里新开了停车通道，
很多车子都过去了，减小了电信
路的压力。”在此做代驾停车的
张师傅说，这里每天都很堵，去
看病或探望病人的车主，发现停
车得等很久后，便会出钱找他们
帮停，“今天虽然也堵，但跟前几
天比差远了，现在才11点半，车
就已经少了很多。”

中午11点40分左右，记者
来到位于黉门后街的华西医院停
车场入口处，经现场测算，一分钟
内有8台车拿卡进入停车场。

“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都
是停车的高峰。”停车场工作人
员说，这两天公行道停车场的通
道开了，“明显帮忙分流了一部
分车，这边虽然还是满停状态，
但跟之前比起来，排队等车位的
压力小了很多。”

费用高了
新停车场起步价达10元

“上午9点过停进来的。”当
天中午12点左右，在公行道停车
场，庞先生驾驶一辆灰色轿车驶

出，“一上午花了18元停车费，比
华西医院的停车场要贵。”

随后，记者对比了两处停车
场收费。华西医院停车场前2小
时收费4元，之后每超1小时加
收1元。而公行道停车场的收费
标准为，每天早7点至晚8点之
间，前1小时内10元，之后每超
过一小时加收4元。

如果在白天停车，并以停车
2小时计算，在华西医院停车所
需费用为4元，而公行道这边则
为14元。

随后，记者又走访附近玉华
村等地的停车场，费用基本都低
于公行道的停车场。

庞先生说，新停车场的确很
方便，但停车费高还是对停车者
有影响，建议前期多开展停车优
惠，有助于让大家养成到这边停
车的习惯。

除反映停车费较高外，不少
市民还表示，附近路口缺少公行
道停车场通道的提示标志，很多
车主并不知有新开的停车场。

同时，这里提供的3台免费
摆渡车，由于每台车能载乘客数
为4-7人，在高峰时段运送压力
明显，乘客等待时间较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力 摄影报道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片区交通调整”后续

2019年小升初即将开始，成都市
实行政府保障的所有符合条件
的小学毕业生均有一个公办初

中学位，在此基础上，学生可根据实际
自愿报名参加民办学校的招生。5月14
日，“关于小升初的那些事儿”，成都市
教育局特为学生家长答疑解惑。

学位分三批次确定

中心城区公办学校小升初的学位
确定分三个批次进行：

第一批：艺体特长生学位确定；第
二批：石室中学（北湖校区）、成都七中
（高新校区）、树德中学（光华校区）、树
德中学（外国语校区）、北京师范大学成
都实验中学、成都市第十一中学（女子
实验学校）学位确定；第三批：区（市）县
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区域内初中学
校划片或划片随机派位。

温馨提示：凡上一批次已确定公办
学位的学生，不能参加以后各批次公办
学位的确定。

“大摇号”与“小摇号”

家长通常称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小
升初随机派位为“大摇号”，为小升初学
位确定第二批次；家长通常称区（市）县
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区域内初中学
校划片或划片随机派位为“小摇号”，即
小升初学位确定第三批次。

民办学校学位如何确定？

1.报名时间与方式：学生于6月4
日-12日通过小升初网络应用服务平
台进行网上报名。

2.志愿填报：成都市本地生可填报一
个随机派位志愿和三个自主招生志愿，自
主招生第一个志愿与随机派位志愿相
同。外地生只可填报三个自主招生志愿。

3.随机派位与自主招生：民办初中
学校成都市本地生招生计划30%的名
额由随机派位方式确定，剩余计划可采
取面谈等方式确定。民办初中学校组
织自主招生不得早于7月4日。

温馨提示：随机派位录取的学生，

不再参加民办初中学校自主招生。

随迁子女如何办理申请？

已在成都市小学就读的随迁子女，
按规定向居住证（地）区（市）县教育行政
部门指定的登记点提交申请，登记点审
核通过后，将《成都市流动人员随迁子女
接受义务教育通知书》交回原就读小学。

申请在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
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
华区就读的随迁子女，居住地未变更
的，随就读小学划片范围内学生升学；
居住地跨区（市）县变更的，由居住证
（地）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就学（居住
地在上述区域内跨区（市）县变更的，还
可报上述区域的艺体特长生）。

申请在成都其他区（市）县就读的
随迁子女小升初可参照以上办法执行。

未在成都市小学就读的随迁子女，
按规定向居住证（地）区（市）县教育行
政部门指定的登记点提交申请，登记点
审核通过后，由居住证（地）区（市）县教
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就学。

流动人员租住房屋应按规定备案
按成都市流动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相

关规定，申请人须提供截至2019年5月
31 日（2019 年小一入学的）已在该区
（市）县连续合法稳定居住满一年的相关
材料，包括房屋所有权证、购房合同、房
屋租赁登记备案凭证、房屋租赁合同、单
位出具的集体宿舍证明等。

如果家长系外地来蓉人员，如今后随
迁子女将在成都市申请就学，按照住建部
2010年12月1日下发的《商品房屋租赁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房屋租赁合同订立
后30日内，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建设（房
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居住证计算时间调整为5月1日
从2020年起，成都市居住证持有人

及本市户籍跨行政区域居住务工人员已
在本市连续依法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满一年及已在该区（市）县连续居住
满一年的计算时间截止到当年5月1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丽梅

特 别 提 示

随迁子女如何办理小升初申请？
成都市教育局权威解答

新增三条就医公交专线
对接地铁和BRT站口

川大华西医院片区

记者再访华西医院新停车场，市民反映：

停车更方便，但收费高
摆渡车不够，标识缺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片区，日均人流量超8万人次，日均入院车流超8000余车次，这里一度成为成都的重
要堵点。相关部门通过系统地剖析，发现该片区异常拥堵的一大因素，是因停车位的缺口巨大。从5月13日
开始，连接川大地下停车场的公行道出入口开通，提供1400余个车位，将着力缓解华西医院的停车压力。

5月14日上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探访了两处新旧停车场，以及周边其它停车位，发现在新停车
通道开通的第二日，华西医院停车场的压力得到一定缓解。

但也有不少市民反映，新停车场虽然更大更方便，但仍有三个方面需改善，包括停车费比以往高数倍，摆
渡车运力不足，以及缺少明显的停车场指示标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片区的交通调整
后，该如何去？怎样更方便？5月14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

市交管局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华西医院片区
与地铁1号线及地铁3号线接驳，方便市民前
往华西医院就医，拟调整1025路社区公交线
路，同时新开1064路、451路，共计三条就医
公交专线，并且无缝对接地铁和BRT站口。

三条就医专线
调整1025路

起讫点：地铁华西坝站（B口）—地铁华
西坝站（B口）。

线路走向：华西坝站出发，（直行经）人民
南路三段、（右转至）金陵横路、（右转至）电信
路、（直行经）国学巷、（右转至）小天竺街、（右
转至）人民南路三段，行至地铁华西坝站。

站点设置：地铁华西坝站（B口）、人民
南路三段中站、电信南街东站、电信路南
站、电信路北站、地铁华西坝站（B口）。

建议发车收车时间：6:40-19:00。

新开1064路
起讫点：地铁衣冠庙站（C口）—地铁衣

冠庙站（C口）。
线路走向：地铁衣冠庙站出发，（直行

经）洗面桥街、（右转至）洗面桥东一街、（直行
经）电信南街、（左转至）公行道、（左转至）电
信路、（左转至）黉门后街、（左转至）浆洗街、
（直行经）洗面桥街，行至地铁衣冠庙站。

站点设置：地铁衣冠庙站（C口）、电信
南街东站、公行道南站、公行道站、公行道
北站、电信路北站、黉门后街站、浆洗街站、
地铁衣冠庙站（C口）。

建议发车收车车时间：6:40-19:00。

新开451路
起讫点：二环紫荆北路口站—二环紫

荆北路口站。
线路走向：二环紫荆北路口站出发，

（左转至）玉林南路、（直行经）玉林中路、玉
林北路、小天东街、（左转至）小天北街、（右
转至）小天西街、（右转至）电信南街、（左转
至）电信路、（左转至）黉门后街、（左转至）
浆洗街、（直行经）洗面桥街、永丰路、（左转
至）二环路，行至二环紫荆北路口站。

站点设置：二环紫荆北路口站、玉林北
路站、小天北街站、电信路南站、电信路北
站、地铁衣冠庙站、二环紫荆北路口站。

建议发车收车时间：6:30-17:00。

提醒
送医车辆即停即走

成都交警一分局民警谢鹏介绍，到达
华西医院道路的只有电信路和公行道两条
路。电信路主要为就医通道，而公行道则
是通过性道路。建议经过此路段转换道，
或者乘客送达即时离开的，尽量选择公行
道通行，将乘客转运。

“若是来送病人的，可以按照交通指示牌
通行，允许停放的地方即停即走。”他说，若停
留时间长会加剧拥堵，特别是公行道，交警部
门设置有电子眼，对乱停车的行为进行抓怕。

共享单车规范停放
此外，对于坐地铁或公交之后，若使用

共享单车前往医院的市民，要注意单车需
在指定区域位置规范停放，不能乱停放。
成都交警部门在华西医院片区合理布置共
享单车停放点，方便市民使用，并与共享单
车企业建立联动机制，对车辆进行快速清
理和转运，避免影响交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摄影报道

就医公交专线1025路。

市民反映新停车场收费较高。

处于满停状态的华西医院停车场。

市民在新开的公行道停车场乘坐摆渡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