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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金叉
问：周一沪指低开，盘中探底

回升，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上周预判的中阳线终于

还是到来，周一市场强势反弹，个
股呈现普涨格局，创业板指也涨
超3%，盘面上券商、芯片表现不
错，而两市成交也环比明显放
大。截至收盘，两市涨停93只，
跌停4只。技术上看，虽沪深股
指盘中一度刷新近期调整新低，
但收盘时仍收复了5日均线，就
连日线MACD指标也呈现即将金
叉状态；60分钟图显示，两市股
指站上5小时均线，距离收复60
小时均线也仅一步之遥，而60分
钟MACD指标也在低位重新金叉；
从形态来看，多级别形态底背离
最终导致了周一的强势回升，而
沪指60分钟MACD也在2900点附
近第三次金叉，一旦收复60小时
均线，则可对当下反弹空间寄予
更高的期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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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缩
减。综合来看，尽管北上资金连
续第8日净流出，但市场最终在神
秘资金的帮助下强势反弹，作为5
月的最后一周，沪深股指有望终
结周线连阴走势。

资产：周一按计划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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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工 科 技
（000988）6万股，天邑股份（300504）
3.8万股，六国化工（600470）40万
股，东方锆业（002167）10万股。资
金 余 额 3335429.96 元 ，总 净 值
9902139.96元，盈利4851.07%。

周二操作计划：南玻A、大冶
特钢、鄂尔多斯、天邑股份、华工
科技、六国化工、东方锆业拟持股
待涨。 胡佳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
祝）“你们社区有哪些重点难点问
题？现在推进情况怎么样了？”成
都市高新区桂溪街道百日攻坚第
四督查小组到联系小区，现场查
看双源、双和社区埋地消防管网
探漏情况。日前，高新区桂溪街
道纪工委印发《成都高新区桂溪
街道纪工委关于开展平安社区工
程百日攻坚行动督查方案》，成立
4个督查小组，由纪工委委员任
督查小组组长，对各社区、各科
室、综治城管民兵巡逻大队、卫生
服务中心等26个单位落实平安
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开展经常
性督查检查。

此次行动重点围绕 9类 29
项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采取全
面督查与分片督查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实地检查、现场询问、查
看台账等方式对行动组织实施情
况、问题排查整改情况、工作任务
完成情况等进行重点督办，针对
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负
责人限时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
改、敷衍整改、表面整改。

“督查期间，我们还将定期召
开推进会，就督查情况进行总结，
并要求各小组积极跟进，及时督
促问题整改，对隐瞒、漏报、弄虚
作假、整治不到位的和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等情况，纪工委将严
肃追责问责，通过责任倒逼推动
百日攻坚行动取得实效。”街道纪
工委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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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赵雅
儒）发布“不限购”“不限贷”等虚
假广告、将商品住房销售给不具
备购买资格的人员……27日，成
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报了4
家房企、中介机构的违规行为。

通报称，经查，成都富力熊
猫城项目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的“富力中心”项目未按规定
公示项目相关信息、不利因素、
投诉举报电话，发布“现房不限
购”“不限购”“不限贷”等违反我
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广告
宣传。决定对成都富力熊猫城
项目开发有限公司通报批评，信
用记减分，暂时关闭网上签约权
限。“德商·御府天骄”项目开发
企业成都德商达置业有限公司
在销售其开发建设的项目时，将
商品住房销售给不具备购买资
格的人员，该行为违反了我市房
地产调控政策。决定对成都德
商达置业有限公司通报批评，信
用记减分，暂停网上签约权限，
纳入行业重点监管。

此外，成都市住建局查实，
成都大唐房屋中介有限公司、四
川响亮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向
不符合购房条件的买受人宣传、
教唆采用延期网签的方式购买
新建商品住宅。成都市住建局
决定对上述两家房地产经纪公
司进行通报批评、信用记减分等
处理，并暂停其成都市总部和所
有直营店、加盟店网上签约权
限，纳入行业重点监管。

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
开启执纪问责“探照灯”

宣传“不限购”、
卖房给无购房资格者

成都富力熊猫城、德商达
受罚暂停网签

成都女子亲历珠峰“堵车”

珠峰大“堵车”。

杨涛

白 杰 品 股

今年，珠峰登山季迎来了
史无前例的攀登高潮。由于
登山客人数众多，珠峰海拔
8000 米以上还出现了“堵车”
景象。数百位登山者冒着可
能冻伤、产生高原反应的风
险，在有“死亡区”之称、海拔
超过 8000 米的地带排队
等候数小时。最近一
周内，死亡人数已
增至7人。成都
女子杨涛在 5
月22日冲顶
成功，也遭
遇 了 这 次
大 “ 堵
车”，被堵
了 一 个
多小时的
她被冷得
直哆嗦。

“我是
5月22日凌
晨 4 点 40 分
冲顶成功的，冲
顶时间比较早，因
此上去时没有遇到堵
车，只是人比较多，但下来
的时候遇到大部队，就被堵在
那。”杨涛说，由于在峰顶那个
位置只有一条路，很窄，而且
下来的人要礼让上去的人，因
此她被堵了一个多小时，由于
风太大，温度太低，站着不动
的她被冻得直打哆嗦，“幸好
还能忍受，没有出现体力不支
等情况。”后来在冰岩混合的
地方，由于眼镜起雾，她走得
跌跌撞撞，但所幸还是平安回
到大本营。

杨涛说，“堵车”的原因是
因为今年的天气状况——好

天气的窗口期很短，只有两
三天，为了避开大风大雪的
坏天气，降低攀登危险度，
所以大家都集中在这两天
冲顶，“我有足够的心理准
备，并没有像有些人出现焦
虑的心情。”杨涛表示，作为
登山者来说，各种情况都要
预估。

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
杨涛攀登雪山的经验，虽然
40多岁的她攀登雪山也不
过才两年时间。

2017 年 4月一个偶然
的机会，她在朋友的带领下
攀登了四姑娘山。她突然
发现，攀登雪山时“心灵上
的纯净是前所未有的感
觉”，从此爱上了攀登雪山，
并开启了疯狂的闯关模
式。当年，她两个月登了两
座5000米以上雪山，后来
一个月登了两座6000米以
上雪山，“觉得自己是在七
八千这个台阶上”，因此今
年她决心挑战珠峰，并成功
登顶。“两年登珠峰，这个速
度确实有点快”，杨涛说，虽
然时间看起来很短，但自己
平时都在作跑步、攀岩等训
练和准备，“做任何事都有
计划”，这才保证了攀登的
成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羽啸

5月24日上午，成都市郫
都区唐昌镇，刘嘉站在半面墙
高的图纸前，用红笔圈出成汶
铁路彭中段的一截，“新建的
这条超高压线路，4天前成功
穿越了最后一条铁路线。”

下个月底，成都将新增一
条500 千伏的超高压输送线
路，缓解夏季用电高峰压力，
并让更多来自长江上游的水
电得以“电尽其用”。从十年
前开始，作为85后的刘嘉开
始“触网”，常年奔波在四川大
大小小的深山峻岭，见证了一
条条银线“天路”的建设。

同时，刘嘉也见证了四川
从缺电大省，到电网交错有
序，甚至掌握全球先进输电技
术——特高压，并成为全国最
大的清洁能源基地，跨省输送
电力能力居全国首位的跨越
式发展。

100次跨越
为成都新建一条超高压

“这是第一次在家门口搞电网建
设。”今年32岁的刘嘉，是土生土长的成
都人，2009年大学毕业后，便开始参加电
网建设工作。跟大学课堂和实验室不
同，他去的地方是四川的崇山峻岭，甚至
无人区，一待就是几年，“这是2018年接
到和负责的工程，要在成都新建一条超
高压——蜀州-丹景第Ⅲ回500千伏输
变电工程。”

“以往都是在川内的大山中搞建
设。”刘嘉说，本以为这次在成都做可以
常回家，甚至有空带带娃，“但时间太紧
了，一个月回去一次就不错了。”他说，这
次的工程从崇州出发，途经大邑、都江
堰、温江、郫都、彭州，全长65.339千米，

“要跨越6次高速公路、3次成灌高铁、1
次成汶铁路，以及500、220千伏等电力
线，加起来上百次的跨越，难度很大。”

“比如跨越成灌高铁时，为了不影响
高铁线运行，我们只能在凌晨施工。”刘
嘉说，工人在凌晨爬上50多米高的铁塔，
配合地面进行放线工作，实现输送点线
路从高铁线上飞越，“晚上风大，加上成
都多雨，常常忙到凌晨4点才停下休息。”

无人区生活
施工队员成了“养殖户”

“2009年进入这行时，是从施工队技
术员做起的。”刘嘉回忆，这些年常年在
大山里生活，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乐山
搞建设时，“西昌到沐川500千伏的输变
电工程，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

“从运输建设材料、食材上，就能看到这
项工程的困难。”刘嘉说，当时设置有4个营
地，从1号营地开始，通过人工、骡马队把猪
肉运上4号营地，可能要花费几天时间，“经
常猪肉运上来都馊了。”为了解决吃的问题，
施工队队员成了“养殖户”，“待的时间长，很
多家禽、蔬菜都得自己养、自己种。”

“在山里，一般要待3个月才回一趟
家。”刘嘉说，他们和大山大河待在一起
的时间，远比在家中多，“有时候受伤是
难免的，上个月就受了次伤。”他说，4月
初在大邑青霞镇协商建设时，从缓坡上
滑倒，把左脚弄伤，“被送到医院，打了石
膏，医生让我多休息几个月。”

“但为了保障成都今夏和今后的供
电，我们工期很紧。”没过几天，刘嘉就杵
着拐杖，出现在项目部，“最后几个月是
关键期，要完成飞越成灌高铁、成汶铁路
等工作。”

见证电网发展
把四川电能输送到全国
在刘嘉出生前后，那时的四川是出了名

的缺电省。在1985年，全省全年人均电量只
有228度，只有全国水平的一半。而1987年
12月，全省日缺电3100万度，缺额高达
45%以上。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电网建设十
分薄弱，全省仅有220千伏变电站4座。当
时，省内各地为了多用点电，在每年分电会
上，各地分管领导总会争得面红耳赤。

但到了 2010 年 7 月，四川向家坝
——上海±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示
范工程已顺利投入运行，这是当时规划
建设的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距离
最远、容量最大的直流输电工程，更多的
水电得以被输送出来。到如今，四川已
成全国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年输电能
力达3000万千瓦左右，跨省输送电力能
力居全国首位。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四川建设更多
更坚强的电网。”刘嘉说，通过电网建设，
把四川蕴藏的水电等清洁能源输送到全
省甚至全国，“让更多人用到放心、安全、
清洁、可靠的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力 实习生 高胜美摄影报道

85后小伙深山建“天路”
把四川电能输送到全国

刘嘉。

刘嘉（左）在夜间施工现场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