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 杰 品 股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高，收
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如预期，A股在全球范围内率先企稳
回升，盘面上个股呈现普涨格局，新基建板
块表现突出，前期热门的口罩板块跌幅居
前，而北上资金也重新净流入超50亿元。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126只，跌停21只。技术
上看，两市股指虽未收复之前缺口，但均收
出实体反包K线，特别是沪指还率先收复60
日均线，而两市成交也继续维持在万亿之
上；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复5小时均
线，沪指更是收复60小时均线，60分钟MACD
指标绿柱也快速缩减；从形态来看，沪指依
然维持了最强指数形态，周二盘中最低并未
刷新2月28日低点，这预示着后市仍有较大
概率再次冲击3050点，不过根据笔者的技术
模型，当前来回拉锯的时间并未达标，未来
几日仍将保持强震格局。期指市场，各合约
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明显缩减。综合来看，市场纠偏仍在继
续，但想要恢复此前高举高打的走势仍需相
关行业政策刺激。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27.05元买入光环
新网7万股，之后以28.25元卖出7万股；另
以10.03元买入长信科技12万股，之后以
10.29元卖出12万股。目前持有中国中期
（000996）25万股，置信电气（600517）45万
股，光环新网（300383）7万股，华数传媒
（000156）8万股，长信科技（300088）12万
股。资金余额 4649397.05 元，总净值
14973197.05元，盈利7386.6%。

周三操作计划：光环新网拟择机高抛大部
分仓位，置信电气拟不低于8.8元高抛，长信科
技、华数传媒、中国中期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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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城市群铁路公交化运
营，可以让市民朋友出行更便捷，一
直备受关注。

3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了解到，作为成都平原城市群
铁路公交化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
都市枢纽环线车站TOD（以公共交通
为导向）开发方案研究项目，目前已
开启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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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同呼吸
10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5 — 85
空气质量等级：良
成都平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大部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5时）
AQI指数 52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西昌、攀枝花、内江、
雅安、泸州
良：广安、德阳、绵阳、眉山、广元、巴中、
南充、资阳、乐山、自贡、宜宾、遂宁、达州

吴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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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企稳

成都铁路枢纽环线拟设8个车站
开发方案研究项目开启招标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新冠
肺炎疫情的特殊性、紧急性，要求干部
职工必须全面学习相关知识。”近日，
谈及疫情防控，蒲江县文体旅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该局狠抓作风建设，采取线上学习和
传阅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要求干部职
工坚持每天线上学习。

在公共文化体育场馆、A级景区、
星级宾馆饭店等场所，蒲江县文体旅
局通过张贴宣传单、悬挂标语横幅，播
放公益宣传片和“村村通”广播的形式

播放疫情防控宣传知识，实现责任范
围全覆盖，“我们修复了 390 余个‘村
村响’故障点，指导 126 个村、社区利
用“村村响”广播进行传播。”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

该局制定了《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全员取消春节假期，明确职责和分
工，全局干部职工迅速行动。目前
已出动检查人员 400 余人次，走访
A 级景区、歌舞娱乐场所、网吧、社
会 旅 馆 、体 育 用 品 经 营 点 等 共 计

240 余家，指导开展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

此外，还成立疫情防控专项督查
组，对全局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督
查。重点督查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
形式主义、措施不到位等问题。针对
督查发现的现场能够解决的，督促立
行立改；对现场不能解决的，及时反馈
给局党组，督促限期整改落实。截至
目前，开展督查 6 次，制发督查通报 6
期，督促整改问题 3 个，整改省、市督
导组发现问题2个。

蒲江县文体旅局狠抓作风建设助力疫情防控

据招标公告显示，成都铁路环线
计划新建 8 个无配线车站，即驷马桥
站、致兴路站、成南高速站、新成龙路
站、武侯大道站、草金路站、蜀西路站、
洞子口站。而本次招标，拟选取符合
要求的机构单位，选取8个车站中的2
个车站，进行枢纽环线车站TOD开发
研究。

成都枢纽环线车站开发方案招标

日前，成都交投铁路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作为招标人，通过公开招标方
式，择优选定成都市枢纽环线车站
TOD 开发方案研究项目前期定位策
划咨询服务单位。招标的主要内容，
是为成都市枢纽环线车站 TOD 开发
方案研究项目进行前期定位策划咨
询。

据悉，本次招标要求依托成都市
域铁路公交化运营改造二期工程，结
合铁路线路走向及站点位置，对枢纽

环线车站 TOD 开发方案进行研究分
析。

目前，按照规划，成都铁路枢纽环
线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在环线上新建8
个无配线车站，即驷马桥站、致兴路
站、成南高速站、新成龙路站、武侯大
道站、草金路站、蜀西路站、洞子口站。

根据招标要求，应结合该 8 个站
点周边用地情况对涉及的相关站点进
行梳理筛选，优先选取 2 个具备 TOD
综合开发条件的示范站点，开展方案
策划。

高铁网络成都平原经济区全覆盖

成都平原城市群铁路公交化运
营，一直是成都市重点推进的工作。

目前，成都市已相继推动建成投
运成雅铁路，加快推进成灌（彭）铁路
公交化改造、铁路枢纽环线改造，加快
实施火车北站扩能改造、火车南站改
造，加快建设成自高铁、紫瑞隧道、崇

州动车所，初步形成“二环四向八射”
铁路枢纽格局，实现高铁网络成都平
原经济区全覆盖。

2018 年 ，成 都 市 自 购 10 组
CRH6A“天府号”公交化动车组在成
灌（彭）)铁路、成雅铁路投运，让沿线
居民感受到了铁路公交化运营为出行
带来的极大便利。

来自成都市交通运输局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底，成都市域
内，成灌（彭）铁路开行对数由原21对
增加至59对，平均发车间隔15分钟，
达到国内市域铁路领先水平；成蒲铁
路高峰线日开行动车达到27对，平均
发车间隔32分钟。

而在城际间，成都市利用成贵高
铁全线开通契机实现成绵乐沿线动车
开行进一步加密，成都至德阳日开行
对数由最初 9 对增加至 41.5 对，平均
发车间隔缩短至20分钟以内；至绵阳
日开行对数由最初 18 对增加至 50.5
对，平均发车间隔16分钟；至眉山、乐
山、雅安、资阳、遂宁日开行对数均在
原基础上提升40%—100%。

据了解，为持续提升铁路公交化
运营服务水平，今年成都计划与其他
城市联合增购（租赁）11组公交化动车
组，在更多线路中运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3 月 10 日，成都市消协发布了
“2019年成都市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
况分析报告”，从投诉数据来看，去年
的投诉热点也与当下消费形式以及趋
势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一年的消费热
点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物流快递、装
饰装修、预付式消费、汽车及零部件、
整形美容服务。

从整体来看，2019 年，成都市消
协组织共受理解决消费者投诉19021
件，其中生活、社会服务类占 16%，食

品类占 14.28%，家用电子电器类占
13.87%，服装鞋帽类占9.05%，房屋及
建材类占7.78%。

在众多投诉中，有关预付式消费
投诉，居高不下。

成都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韩重
洋介绍，2019 年，成都市消协全年受
理预付式消费投诉1015件，投诉反映
的主要问题为：商家服务质量与先前
承诺大相径庭；商家以“解释权归商
家”等“霸王条款”限制消费者权利，减
轻或逃避自身应承担的责任；经营者
与消费者双方的权利义务大多以预付
卡上的几条格式说明或口头约定替
代，遇到纠纷处理难；最后一个就是，
办卡容易退卡难。

此外，随着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物
流快递已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相关投
诉也随之而来。2019年，成都物流快
递投诉呈增多趋势。

这方面的投诉主要表现在：一是
物品破损；二是签收验货存在难度，往
往在后期才发现问题；三是贵重物品
受损或丢失赔偿难；四是快递业市场
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导致服务质
量不高，消费者满意度低。

除了预付式消费、物流快递，装饰
装修投诉同样频发，汽车及零部件投
诉也引发大量关注，而在整形美容服
务领域，投诉也很突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冰清

成都2019消费投诉报告：
预付式消费投诉1015件 物流快递投诉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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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雅铁路名山段。（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