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府大道中段（锦韵路路口至天府五街路口）
火车南站西路（武侯大道三河段路口至绕城高速机场立交）
新程大道（东寺北一路至天府大道南段路口）
中柏路（高新区中和利民学校人行横道口）
金凤路（金泽路路口至金博路路口）
光华西一路（成飞大道路口至光华北五路路口）
大石西路（一环路西一段路口至大石南路路口）
贝森路（东顺路路口至西三环路三段辅道路口）
武侯祠大街（蜀汉街路口至一环路西一段路口）
新希望路（二环路南二段路口至航空路路口）
科华北路（二环路南一段路口至科华街路口）
武侯大道铁佛段（万兴路路口至武侯大道顺江段路口）
武侯祠大街（蜀汉街路口至一环路西一段路口）
武兴路（绕城高速收费站至金江路路口）
成双大道中段（智远大道路口至智星二路路口）
武侯大道双楠段（双丰西路路口至双丰路路口）
成双大道中段（智星二路路口至智远大道路口）
武侯大道双楠段（双丰路路口至双丰西路路口）
武兴路（金江路路口至绕城高速收费站）

具体点位

耐心陪护老人，很多年轻
人难以做到。
28岁的成都小伙徐亮，

却因一次对奶奶的陪护经历，
意识到陪护资源的稀缺，开始
创业。一路上，他多次邀请伙
伴加入，却屡遭拒绝。而一次
和资本方的简单交谈，靠着陪
护奶奶的故事和创业项目，徐
亮打动了投资人，获得百万元
种子轮融资。

一次陪护经历
开启相关创业

谈起创业初衷，徐亮的脸颊
竟有些绯红，“创业的想法来自
于陪护奶奶时的一次‘偷懒’”。

徐亮的童年是奶奶陪伴
的。2018年，听闻奶奶患病住
院，他立刻从工作地深圳飞回老
家南充市营山县城，负责夜里陪
护奶奶。累了就靠在病床边休
息，到第四晚，他精疲力尽了。

“我跑到附近酒店，忐忑睡
下。”但没多久，就被一个关于
奶奶的噩梦惊醒。连忙赶回医
院，看到奶奶安然无恙，这才松
了口气。

“如何解决这种陪护难的问
题呢？”做一款共享陪护床的想

法出现在脑海中，徐亮行动了。
2018年 10月组建团队，今年1
月公司成立。如今，产品已经研
发成型，并在广州、成都、重庆等
地的医院投放试点。

寻伙伴屡遭拒
意外受资本青睐

创业只靠一腔孤勇是困难
的，徐亮一直寻觅自己的伙伴，
过程颇为不顺。

“我找了很多信得过的朋
友，真诚地讲述陪护奶奶的经
历、项目能带来的改变、背后的
刚需市场。最后向朋友伸出橄
榄枝时，却都被婉言谢绝了。”

理由大同小异，项目的门槛
不低。“朋友们认可我的项目，但
并不觉得我拥有做这件事所需
要的社会背景、社会资源。”另一
方面，服务老人、客单价10元的
小小折叠床，让周围的朋友提不
起兴趣。徐亮笑着说：“这看上
去不是一个有钱途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徐亮也尝试
联系一些资本。这一次，他走运
了。回忆当时和投资人的对话，
徐亮觉得没什么特别，与此前对
朋友的说辞如出一辙。简单的

交流换来了青睐，三天后，公司
收到了对方100万元的种子轮
投资。

惊喜之余，资本的认可让徐
亮走在陪护路上更添一份信心。

看似共享模式
实则情感诉求

每一个创业者，都在自己笃
定有意义的事情上奋战，徐亮也
不例外。只是选择陪护行业，与
自己爷爷辈的“客户”打交道，常
引起身边的朋友好奇。

而在他看来，并不奇怪：“陪
护这件事，总有人要去做。”作为
青年人加入陪护行业，徐亮也把
身边的元素带给老年人。看似
简单的陪护床项目，玩的也是最
潮的共享经济。“我眼中的共享
经济就是用户需要时，就能即兴
使用，低价、便捷，做到物尽其
用，不浪费资源。”

同时，“共享”要求这张小小
的折叠床承载更多的科技：定位
芯片、自动化消毒、无人值守
等。前期的研发，公司投入近80
万。比起担心被模仿，徐亮更
害怕没有足够的人愿意加入进
来，一起做这个行业。这种担
忧来自于走访。在产品的调研
中，他接触的老人都非常可爱，

“他们不仅不会赶你走，还会跟
你拉家常，背后原因就是子女
陪伴的缺位。我也希望我的小
小作为能在周围的年轻人中起
到带头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旭强见习记者 唐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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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012-2019年
1800-2000
2011年—2500
2010年—2700
2009年—2800
2008年—3000
2007年—3200
2006年—3400
2005年—3600
2004年—4000
2003年—4200
2002年—4600
2001年—4800
2000年—5200
1999年—5500

1998年—6000
1997年—6400
1996年—7000
1995年—10000
1994年—10500
1993年—11000
1992年—12000
1991年—13000
1990年—14000
1989年—16500
1988年—17000
1987年—18000
1986年—18500
1985年—19000

1984年—19500
1983年—20000
1982年—21000
1981年—21500
1980年—22000
1979年—25000
1978年—28000
1977年—32000
1976年—35000
1975年—50000
1974年—60000

1973年—80000
1972年—100000
1971年—120000
1970年—200000
1969年—价格面议
1968年—价格面议
1967年—价格面议
1966年—价格面议
1965年—价格面议
1964年—价格面议
1963年—价格面议

陈年老茅台
收购价格表

活动时间：
2019年9月6日—9月16日

以上价值为53度，单瓶全品相，不跑酒报价，跑酒与品相不好的价格另议

老酒回家重金求购感谢你的支持
好
消
息

为筹建老酒博物馆，斥巨资开展老酒征集活动,征集1953年到2019年间的茅台酒,以及2000年之前的十七大名酒包括茅台酒、汾酒、
五粮液、洋河大曲、剑南春、古井贡酒、董酒、西凤酒、泸州老窖特曲、全兴大曲酒、双沟大曲、特制黄鹤楼酒、郎酒、武陵酒、宝丰酒、宋河粮液、
沱牌曲酒、虎骨酒等以及全国各地名优陈年老酒,不管什么品牌。我们一律大量收够，此次征集是为了筹备老酒文化收藏馆。

我们懂酒 、爱酒，希望将酒文化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如果遇到好的藏品，我们将毫不犹豫开出高价。
家有陈年老酒的朋友注意了,瓶裝老酒包装不易保存,易出现少酒漏气、封口破裂等品相情况，它的品相和价值成正比,请把握这次机

会。
此次活动获得阜阳市继顺商贸有限公司顶力支持；特邀老酒鉴定专家张阜阳先生莅临。主办方是满怀诚意而来,有收藏老酒的市民请

把握这次机会,请您珍藏的老酒拿来让我们老酒鉴定师免费鉴定一下,让您的收藏心中有数。
此次征集活动，公开、公正。通过本次活动，一方面可以让老百姓认识到老酒的收藏价值，一方面可以把现存稀缺的老酒收购上来，按

照专业的方法保管，在收藏馆中进行集中展示，宣传老酒文化 。另收安宫牛黄丸、老阿胶、冬虫夏草。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金仙桥12号尚苑酒店2楼204室 公交车线路：42路109路126路金仙桥站站下车即到

张老师：18255811581 13161118827（此电话长期有效）
交易成功，赠送大豆油一桶或加多宝一箱，并报销车费200元

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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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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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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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白 杰 品 股

逻辑
问：周四沪指高开，盘中冲高

回落，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在金融股的带动下，市场

再次强势上攻收出四连阳，沪指
一度突破3000点整数关，午后虽
随港股有所回落，但各股指仍收
涨近1%，此外北上资金也净流入
近百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61只，无一只个股跌停。

技术上看，虽然各股指收出
较长上影线，但均出现一个突破
缺口，沪指也成功站上所有均线，
值得关注的是成交金额，两市合
计近8000亿元；60分钟图显示，尽
管沪深股指尾盘略失守5小时均
线，但60分钟MACD指标仍保持金
叉状态；从形态来看，正如笔者在
反弹初期就明确指出本轮反弹级
别是30分钟级别，从空间来看沪
指至少要突破一下3048点，如今
来看，以当前成交水平，只要后市
不回补周四缺口，那么市场至少
将强势震荡两周时间。

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
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变化不大。综合来看，在中
期压力位置，市场出现明显放量
符合历史逻辑，短线就此见顶的
概率较低，后市可关注尚未急拉
的缓涨形态个股。

资产：周四按计划持股。目
前持有南玻A（000012）45万股，京
能置业（600791）36万股，光正集
团（002524）37万股，洋河股份
（002304）2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3624132.95 元 ， 总 净 值
11670132.95元，盈利5735.07%。

周五操作计划：京能置业、南
玻A、洋河股份、光正集团拟持股
待涨，拟不高于13.68元买入房地
产股保利地产（600048）的不超1%
的观察仓位。 胡佳杰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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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赵超构新闻奖首设融媒体奖
封面新闻

获得直播报道一等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志）9

月5日至7日，2019中国晚报工
作者协会第34届年会在上海举
行，全国各地117家晚报媒体的
社长、总编辑等参会。本届年会
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中国晚报工
作者协会主办，新民晚报社承
办。会议主题为“媒体融合·新挑
战新机遇”。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会
上获得多个奖项：《年终总结照
抄照搬 内江18名领导干部被纪
委处理》获得 2018 年度赵超构
新闻奖一等奖；《北川少年的“余
震”十年》和《致敬 40 年 40 年
40人系列专访》分别获得二、三
等奖；《媒体整合中“以端为先”
内容打造的困境与出路》获第十
六届中国晚报优秀新闻论文奖
二等奖；《当代书评》获2018年
度中国晚报优秀专栏奖二等
奖。此外，还获得一个优秀版面
奖二等奖。

2018年度赵超构新闻奖首
次设立了包括短视频新闻、直播
报道、融合创新等7个项目在内
的融媒体奖。封面新闻凭借《探
访为习总书记唱歌的10岁凉山
女孩 今年将告别土屋搬新家》获
得中国晚协首届融媒体奖（直播
报道）一等奖。《吊瓶男孩李阳：十
年可说的故事有很多！》获中国晚
协首届融媒体奖（短视频新闻）三
等奖。《有画说·绘动漫专栏》获中
国晚协首届融媒体奖（新媒体品
牌栏目）三等奖。

赵超构新闻奖是中国晚报界
最高奖项，每年评定一次。其前
身为中国晚报新闻奖，后改为以
著名老报人、新民晚报原社长赵
超构先生名字命名，由中国晚报
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

想象力是促进企业
内生增长的重要因素

当下，全球经济继续深度调
整，中国经济则正处在从高速发
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与以往依赖出口导向和外需不
同，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越
来越依赖内生增长动力。而如何
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
发展，成为企业家们应对风险、战
胜挑战的共同选择。

在经济学界，罗默的名字基
本上是和“内生增长理论”联系在
一起的。“去年，保罗·罗默因内生
增长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
奖，这一理论与我国经济结构的
转型，促进企业内生增长的探索
高度契合，也是四川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生动样本。”四川省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
任徐进表示。

那么，如何激发四川企业的
内生增长动力呢？罗默认为，首
先是要探索新的可能性，其次是
协同和融合。企业必须创新，最
重要的创新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此外，丰富的想象力非常重要。

“有很多人不会去培养想象力，他
们认为如果是没有亲眼见过的东
西，那就是不可能的。但相反的
是，我们应注重培养自己的想象
力，想一想未来存在哪些可能性，
这才是真正能够促进企业内生增
长的重要因素。”

规划和过滤
是探索可能性的“双核”

“规划和过滤，这是探索新的

可能性的两个核心因素。”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时，罗默娓娓道出了
一个概念叫作“百花齐放”——每
个人都应该想什么对企业好，什
么对社会好，并且创新商业模式，
既支持社会的发展，又支持企业
的发展，想象一些以前从来没有
想到的愿景，实现可持续发展，实
现高质量发展。

但在百花齐放的过程当中，
应该有一定的过滤、选择、取舍。
罗默解释到，我们把百花的种子
都种下去，如果要快速地实现发
展，一定要相互合作，实现共同愿
望，并且要敢于抛弃那些看起来
漂亮，但实际上不会实现和产生

效益的花朵。而好的花朵，既能
为企业创造利益，也能满足社会
需求。

“我们未来有非常大的空间
和潜力，如果我们要做规划，我建
议是结合当下做一点符合现状的
短期规划。”罗默表示，一定要避
免过分在事前进行规划，我们应
该更多的去探索可能性。“很多组
织有非常远大的规划，很多时候
基于这样的规划，就没有办法去
放弃那些枯萎的花朵。所有的种
子种下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
中，是需要有一个过滤和分化体
系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易弋力

从全国的降雨预报图来看，
未来三天，南方的雨在减弱。这
正是秋老虎再度出山的好时机！

据分析，重庆将成为这轮高
温的抢跑者，今天开始，最高气温
回到33℃，之后，高温天气会连
续来个五六天。南宁、南昌、长沙

也会紧随其后，加入高温行列。
今天开始，四川盆地也会迎

来阴雨暂歇期，多云为主，分散的
阵雨偶尔来点缀一下，气温自然
会较前几日有所回升。

因为有了雨水的“乱入”，在
四川盆地的这只秋老虎是Hello

Kitty，升温幅度有限。以成都为
例，今明两天，阳光或明显一些，
最高气温达到30℃，又找回一丝
夏天的感觉。但很快，又会来一
场雨水送凉，就在9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冰清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9月4日，为依法查处各类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交管局发布消息，从9月9日（下周
一）起，在中心城区19个道路点位，开通22套电子警察抓拍
功能，对驾驶人在驾驶车辆时，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拨打
接听手持电话等两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经电子警察处理中心审核认定后，录入交通违法处理系
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驾驶人驾驶车辆时，不按规定使用
安全带，将被处以50元的罚款处罚；驾驶人在驾驶车辆时，
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将被处以记2分、100元的罚款处罚。

90后徐亮创业陪护市场

研发共享陪护床
已获百万元融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

促进企业内生增长
想象力非常重要

Chengdu

9月4日至5日，以“聚焦内生增长，增强发展动力”为主题的企业内生增长高峰论
坛在成都举行。针对中国企业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2018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发表了主题为《中国企业如何实现内生增长
——基于数字技术的视角》的演讲。

今起秋雨暂歇成都升温有限

成都9月9日起
开通22套电子眼
抓拍开车打电话

徐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