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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白 杰 品 股

转机初现
问：周三沪指高开，盘中震荡走低，

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受消息面利好刺激，两市大幅高

开，不过盘中抛压严重，股指呈现震荡回落
态势，盘面上券商领涨各行业，而前期题材
股也轮番表现。截至收盘，两市涨停88只，
无一只个股跌停。技术上看，由于历史上
高开2%的盘面几乎都高开低走，因此周三
各股指收盘时回落近一半涨幅也在情理之
中，不过沪深股指收盘时均收复了5日、10
日均线，而两市成交也环比明显放大；60分
钟图显示，虽然收盘时各股指失守5小时均
线，但60分钟MACD指标重新金叉，且收复
了60小时均线，显示市场已经转强；从形态
来看，预期中的力度反弹出现，虽然沪指盘
中最高距离2956点仅一步之遥，但量能的
放大足以说明后市仍有继续向上的动力，
未来仍可看高一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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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整体明显缩减。综合来看，消息面的利
好政策的持续落地，是本月行情持续震荡
走高的基础，短期市场仍有一轮拉升。

资产：周三按计划以9.85元加仓天银机
电2万股。目前持有南玻A（000012）35万股，
大冶特钢（000708）8万股，鄂尔多斯（600295）
13万股，晨光文具（603899）3万股，天银机电
（300342）10万股。资金余额4337198.28元，
总净值10222998.28元，盈利5011.5%。

周四操作计划：南玻A、大冶特钢、鄂
尔多斯、晨光文具、天银机电拟持股待
涨，另拟关注有国资背景的低市值房地
产公司。 胡佳杰

聚划算千万爆款团
带动低线市场全面爆发

6月16日零点刚过，在天猫618“守
候”多时的胡强成功地在聚划算“千万
爆款团”下单，为女朋友抢到了一台戴
森吹风机。这位来自四川德阳的90后
虽然对价格不是特别敏感，但是最终的
下单价还是让他吃惊：补贴券加88VIP
折扣，到手1854元。

像胡强这样在天猫618熬夜买戴
森的“三四线城市青年”不在少数。
今年618，有家电界“爱马仕”之称的

戴森以前所未有的亲民价格走到了
消费者身边。6月16日，聚划算联手
天猫国际官方直营店，通过平台补贴
推出一批仅售1999元的戴森吹风
机。优惠信息放出后，戴森的手淘搜
索量以及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咨询和
订单量直线提升。

和戴森一样收获小镇青年的还有
苹果手机。被视为消费升级代表的苹
果手机，只用了2分45秒就率先进入天
猫618“亿元俱乐部”。爆发增长的背
后，是来自下沉市场的巨大消费动
力。天猫618期间，苹果品牌三至六线
城市的成交同比增长达 170%，比一二
线 城 市 高 出 近 1 倍 。 在 聚 划 算 ，
iPhone XR1分钟成交就突破5000万。

这些在一二线城市已经普及的大
品牌正在尝试各种手段拓展新市场。

天猫聚划算平台为他们
深入中国三四线市场提
供了平台。满足了苹果
零售店这些渠道覆盖不

到的低线市场。
天猫618带着各个品牌在下沉市

场的表现对于中国零售市场来说有着
特殊的意义。经济学者、中国财政科学
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认为，
下沉市场成为今年天猫618的两大主
角之一，体现了当前我国的网络购物市
场悄然改变的消费主体结构：一二线城
市的人口红利开始丧失，消费市场趋于
饱和，而在互联网覆盖率不断提高以及
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三
四线城市等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趋势
愈发明显，消费者消费热情空前高涨。

对于胡强这些小镇青年们来说，今
年618，聚划算彻底引爆了他们的品质
生活需求。通过聚划算，他们获得了和
一二线城市几无差别的电商服务，消费
层级和生活方式的差距也在逐渐缩
减。“我们看到了天猫开始帮助中国更
多的青年能够享受到数字经济时代所
带来的巨大的福利。”黄日涵表示。这
或许是天猫618这样的电商大促最大
的意义所在。

新品牌新产品
驱动产业带持续升级

不仅是国际大牌，今年进入下沉市
场更多的还有一些新品牌新产品，涉及
的品类包括跑步机、电动牙刷、体脂秤
等。这些新品能够迅速进入中国市场
腹地的原因在于聚划算对产业带的扶
持。

此次在聚划算千万爆款团卖爆的
千选体脂秤，是一路陪着聚划算成长起
来的产业带品牌。3月份产业带项目上
线时，已经爆卖超40000件，截至5月
底，体脂秤产业带已经爆卖65万件。

千选体脂秤所在的浙江金华小家
电产业带，长期以来以代工和线下渠道
为主，自主品牌难以突出重围。近年
来，千选拥抱天猫、淘宝平台，通过对消
费者数据的深度挖掘，迅速成长为产业
带领军品牌。去年，千选与淘宝天天特
卖联合打造的C2M体脂秤一经上线便
极速卖爆；今年又成功跻身聚划算千万
爆款团，成为天猫618的明星产品。

品牌方表示，通过和阿里平台的合
作，千选掌握了中国消费者对体脂秤的
各项需求，并以此为指导不断迭代、改

进产品，“卖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让
品牌欣喜的是，此次跻身聚划算千万爆
款团，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用户对产品也
青睐有佳，下沉市场抢走大批订单，品
牌新客甚至接近85%。

销量频频爆发的背后，依据消费者
需求所做的创新，为千选等产业带新品
牌在今年的爆发奠定基础。这也与聚
划算今年的产业带扶持计划不谋而合：
发掘更多产业带“新星”，在聚划算的商
业爆发力和阿里平台大数据的加持下，
快速捕捉到消费者需求，生产出更多趋
势性商品。

618成天猫主场
聚划算威力初显

不论是带着品牌进入下沉市场，还
是联合产业带打造新品牌，这些都表明
聚划算已成为天猫618的关键引擎。
聚划算发挥着带动品牌销量和新客爆
发、提升消费者品质购物体验、助力产
业带持续升级打响品牌、带动下沉市场
消费升级等多重作用。

对于618天猫聚划算的表现，黄日
涵认为2019年对于天猫而言是一个全
新的起点，618已经成为了天猫的主
场。“今年天猫618在消费升级以及渠
道下沉两方面都战果累累，可以说是双
管齐下，全面开花。”

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储殷点评今
年天猫618在下沉市场的表现时说，在
中国电商大踏步底部下沉之后，被高品
质电商启蒙后的小镇青年会在一定程
度上形成新的消费习惯，既对价格敏
感，又重视商品品质。“这是中国提出都
市圈之后的第一个618，小镇青年与大
都市青年的线上消费习惯正在快速融
合趋同，利用城乡信息不对称进行的低
端营销模式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今年的618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黄日涵表示，天猫618的史上最强开局
和引领全网节奏，聚划算强劲爆发力、
品牌商家的集体爆发、消费者的优惠体
感……无论是国货品牌还是国际大牌，
天猫618在数字经济时代帮助他们去
抵达更多用户，成为品牌商家上半年增
长的最大机会。而聚划算的威力才刚
刚释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崔江

横扫下沉市场
“小将”聚划算威力初显

一小时成交就达到去年全天业
绩！2019年天猫618再次创造了“体量
最大、增速更快”的商业奇迹，释放出
比肩双11的商业势能。

比惊人的销量数据更重要的是，
今年618天猫完成了聚划算投入千亿
购物补贴连续18天制造“千万爆款
团”、聚划算为品牌增加3亿新客、为产
业带增加3亿订单等既定目标，以及对
中国零售市场带来的长远影响。

预期目标的实现也说明作为天猫
618的关键引擎，聚划算正在发挥着带
动品牌销量和新客爆发、提升消费者
品质购物体验、助力产业带持续升级
打响品牌、带动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等
多重作用。

数字经济智库执行院长黄日涵认
为，2019年对于天猫而言是一个全新
的起点，618已经成为了天猫的主场。
无论是国货品牌还是国际
大牌，天猫618在数字经济
时代帮助他们去抵达更多
用户，成为品牌商
家上半年增长的最
大机会。

6月19日9点，昌公堰站～杭州路站
区间右线盾构机在完成地下旅程后徐
徐升至地面，至此，成都轨道交通6号线
三期工程已实现全线洞通。

地铁6号线三期工程起于观东站
（不含），途经高新区、天府新区，至双流
区，止于兰家沟站（含），整体呈“L”形走
向，全长约22.08公里，全线设站18座
（含已在建西博城站），均为地下敷设。
三期工程作为6号线一二期工程的延伸
线，串联了天府新区核心地块并与1、5、
18号线以及后期规划线换乘。

瓦斯条件下作业
对盾构机进行特制

6号线三期工程区间线路贯穿苏码
头构造及油气田主要发育区，并受到盐
井沟构造和龙泉山构造三大湾气田的影
响，全线隧道施工普遍受瓦斯影响，安全
风险高，实施难度大。根据专项勘察报
告，蒲草塘站～昌公堰站范围内为高瓦
斯区段，长度约4.7公里，采用明挖+暗挖
的工法施工；新通大道站～蒲草塘站、昌
公堰站～松林站范围内为低瓦斯区段，
长度约6.6公里，采用盾构法施工。

6号线三期工程盾构区间主要穿越
地层为中等风化泥岩、砂岩，岩体单轴
抗压强度较高。针对硬岩、瓦斯这些

“痛点”，建设单位“量体裁衣”，对盾构
机进行了特制。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
公司在常规要求外特别加强了瓦斯条
件下的设备设计，采用了瓦斯检测、后
配套通风设备、防爆改装等针对性设计
制造，确保设备满足施工安全需求。

最浅处仅7.6米
盾构区间下穿府河

6号线三期工程区间施工过程中，
还遭遇了多个难点。在长距离下穿府
河过程中，隧道顶部与河底竖向间距最
浅处仅7.6米，下穿长度达221米；在下
穿5号线回龙站过程中，掘进参数不当
可能影响既有线车站结构安全；同时，
穿越既有道路、桥梁、重要管线等多种
重点难点。

为保证盾构施工安全平稳高效，建
设公司通过全面建立健全各项盾构施
工管理制度，在盾构掘进时从参数分析
出发，优化盾构机推力、扭矩、土仓压
力、出渣量、同步注浆及二次注浆等。
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根据总体工程筹划
稳步推进工程进度，安全高效地攻克众
多重大风险源，提前高质量完成全线洞
通目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晨

连接成都高新区、天府新区和双流区

地铁6号线三期工程全线洞通

看详细报道

扫二维码

地铁6号线三期工程隧道。

地铁6号线
三期工程
线路示意图

玉双路东延线
“断点”打通

以前，沿成都玉双路向东，出了二
环，穿过二十四城，在双福二路与双成五
路交汇处就无法直行了。经过成华区几
年的努力，影响沙河两岸数万居民往来
的玉双路东延线最大“断点”如今已打
通。18日，记者驾车从双福二路至御风
一路段实地感受了一趟“断头路”打通带
来的方便。

“这条‘断头路’打通后，市民开车通
过沙河上新修建的大桥，便可直达中环
路，两岸居民进出城再也不用绕行了。”
成华区住建交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通车的玉双路东延线外，今年该区还
有5条“断头路”要打通，其中有2条已经
形成通车能力，另外3条预计年底前通
车。 据四川在线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王
眉灵 本报记者 李智）四川、甘肃、陕
西、重庆、贵州、云南西部6省市，携手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6月 18
日，6省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第
一次省际会商会议在遂宁召开，并观
摩了全国首批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示范站点——G93成渝环线高速公
路楼房沟收费站。

今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
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年内基本

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的任
务，提前至力争今年底完成。我省加
快推进落实，力争今年内取消剩余9处
（川陕3处、川甘1处、川黔2处、川滇3
处）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6省市将建立会商机制和信息共
享机制，就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常态化开展专题会商，共同解决高速
公路收费运营、ETC发行推广、治超及
路面管控、软硬件技术、人员安置等问
题，妥善处置取消省界收费站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搭建多层
级网络信息交流平台，总体协调工作
进度。

2018年底，作为首批取消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试点省份之一，我省取
消川渝10处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近半年数据显示，取消省界收费站后，
客车平均通过省界站时间由15秒减
至2秒，货车通过省界站时间由29秒
减至3秒。节假日期间，川渝省界收费
站拥堵现象全面消除。

西部六省市“挽手”行动

取消高速路省界收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