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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杰 品 股

华西都市报讯（刘晓燕 记
者 曾业）摩托车、电瓶车装遮阳
伞，虽然可遮阳挡雨，但也影响
市容市貌，还因存在易遮挡视线
等问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今
年以来，四川渠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集中警力，严查严治摩托车、
电瓶车加装遮阳伞的违法行为。

近期，渠县交警把警力分配
在主要路口、路段，采取定点检查

方式，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对查获
的遮阳伞一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强制拆卸收缴，对重点区域的电
动车、摩托车形成“点带面、道对
道、线对线、路对路”的重点整
治。10月以来，该大队出动警力
450 人、拖车 1 台，收缴遮阳伞
1300余把，宣传教育群众及驾驶
人2000余人，辖区道路交通环
境明显好转。

达州渠县交警
20天收缴摩托车电瓶车遮阳伞1300余把

2020 年“双 11”预售开启，疯狂
买买买节奏了！10月21日，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多家物流企业
获悉，今年“双 11”商品备货量创新
高，上千万吨商品蓄势待“发”。

进口男士彩妆
备货量大涨3000%

10 月 21 日，菜鸟发布数据，已
有近 1000 万吨“双 11”商品备货进
入菜鸟仓，规模比2019年几乎翻倍。

此前，京东物流也发布了数据，
今年预计备货量总计超过12亿件商
品，全国 750 多个仓库及 30 座亚洲
一号仓库将投入使用。

菜鸟国内供应链总经理黄巍表
示，疫情以来，中国的内需市场成为
全球商业的新希望。为了抓住年内

最强劲的商业增长机会，国内和全球

数十万个品牌、数百万商家正纷纷把

商品备进“双11”仓库。

从商家备货数据看，面部护肤、

女性护理用品、家用洗护类商品是今
年三大“备货之王”。“爱美”连续多年
成为“双11”第一大主题。

从各区域备货数据看，北方地区
是粮油米面的消耗大户，西南地区是
零售坚果的重点销售区域，酒类商品
在华北地区更受欢迎，在华东和华南
地区，净水器、电源线等家用商品备
货量大。

据悉，除了国内商品备货，今年
还有84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进入了
菜鸟全球供应链网络，总量超过3亿
件。进口美妆、保健和母婴等商品仍
是备货大户。日韩的美容仪、以色列
的面膜、澳大利亚的保健品、东南亚
的燕窝、乌拉圭的牛奶、摩尔多瓦的
果汁、英国的香氛……共同构成了一
个进口商品的“联合国”。

不仅如此，男性消费者和宠物的
“地位”有所上升。男性进口彩妆商
品备货量涨幅超过 3000%；进口宠
物粮备货也较去年增长了 200%。

从宠物粮的细分品类看，狗粮的备货
数量以微弱优势超过猫粮。

升级设备
物流开启备战模式

“双 11”备货不仅规模巨大，也
是对供应链的一次极致考验。菜鸟
供应链在“双 11”前推出大促宝 2.0
升级版，根据智能预测，把大促备货
的截至时间进一步压缩，
提高库存周转率，并提供
更加精准的分仓、备货和
补货建议，确保商家在

“双11”售卖爆发期不断
货、不压货。

此外，京东物流也表
示，面对今年的物流考
验，推出“十项全能”的运
营举措，包括360°全托
管 、高 精 预 测 、入 仓
ETC、一件代发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付文超

谁能申请？
科技型和高新技术企业

6月30日，四川省财政厅、科技
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四川省“天
府科创贷”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
动“天府科创贷”试点工作。

程劲介绍，《通知》明确了“天府
科创贷”支持范围为四川省境内注册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在全
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系统上
注册，获取近三年评价入库登记编号
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则必须通过国
家科技部备案。“有融资需求但暂时
未入库的企业，可以通过上述两个平
台申请入库。”程劲说。

每年贷款金额
同一企业累计不超1000万

程劲介绍，同一企业每年累计可
获得科创贷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年，企业在银行审批通过后可获得
融资。

从合作模式看，“天府科创贷”采
取“银行+财政”“银行+财政+担保”

“银行+财政+保险”三种模式，省级
财政与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
构按照一定比例，共同出资设立资金
池，合作银行可根据产品、设置需求
来选择不同的合作模式，向企业发放
贷款，财政资金对不同合作模式进行
不同合作比例的风险分担。

据了解，“天府科创贷”首期试点
中，四川省财政出资1.2亿元建立省
级风险资金池，联合银行金融机构按
照1:10放大规模，向全省5500余家
高新技术企业、9000 余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提供专项贷款。

未出现逾期
还可获得最高80万补助

程劲介绍，符合申请资格的企业
可在“天府科创贷”线上服务平台进
行注册，根据要求填写基本信息；自
主选择贷款银行并提交贷款申请，经
省金融服务中心审核备案后，由合作
金融机构审贷，决定是否发放贷款。

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四川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四川分行等在内的12
家银行已入选为2020年“天府科创
贷”首批合作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只要企业按时还
款，没有出现逾期，就可申请融资费
用补助，包括贷款利息补助、担保费
补助、保险费补助、信用评级费补助
以及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费补
助。每个企业每年累计最高可获得
补助80万元。

本 周 期（10 月 9
日以来），海外疫情升
级使得石油需求预期
再遭打压，而 OPEC+
继续强调减产执行以
安抚市场，多空对峙
之下市场分歧较大，
油价以稳为主，重心
略有抬升，预计 10 月
22 日 24 时国内汽、柴
油价将迎来上调，每
吨或上调 90 元左右，
折合 92#汽油、0#柴
油 每 升 分 别 上 调 约
0.07元、0.08元。

尽管目前石油市
场仍处于去库存阶段，
且 9 月中国原油进口
增速加快，但近期欧美
疫情形势有恶化倾向，
此前市场对石油需求
复苏的预期落空，这令
油价上行乏力。

OPEC+则继续安
抚市场，以阻止油价下
跌 。 10 月 19 日 ，
OPEC+联合监督委员
会召开会议，会议后的
声 明 指 出 ，9 月
OPEC+减产执行率达
到 102%，为今年 5 月
以来的最高水平。声
明重申所有减产国要

致力于完全执行减产
配额，并把减产补偿的
时间推迟到今年年底。

然而，此次会议声
明 并 未 就 2021 年
OPEC+产量政策作出
明确表态。OPEC+原
定于从明年1月起将减
产力度从目前的 770
万桶/日下调至580万
桶/日，市场预期在疫
情形势未见好转的情
况下，OPEC+可能会
推迟这一产量调整。

多空交织之下，国
际油价整体保持区间
震荡走势。新华社石
油价格系统10月21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
20日一揽子原油平均
价格变化率为4.39%，
预计 10 月 22 日 24 时
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上
调90元/吨左右。

截至目前，2020
年国内成品油零售限
价已经历19个调价窗
口，为3次上调、4次下
调和12次搁浅。今年
以来国内汽、柴油零
售限价每吨累计分别
下 调 了 1860 元 和
1790元。 据新华社

问：周三沪指高开，
盘中探底回升，收盘微
跌，你怎么看？

答：受北上资金持
续净流出影响，市场再
次出现震荡走势，盘面
上，银行、保险板块带动
上证50指数逆势上涨，
可转债继续火爆，但盘
面绝大多数题材板块出
现下跌。截至收盘，两
市涨停 22 只，跌停 7
只。技术上看，沪深股
指均失守5日均线，仍
收于60日均线之上，两
市成交环比有所放大；
60 分钟图显示，深成
指、创业板指均失守5
小时均线，不过60分钟
MACD指标绿柱继续缩
减；从形态来看，尽管
银行股再度护盘，但市
场继续维持阴阳顿挫
走势，不过由于市场上
升形态尚未破坏，且盘

中仍有资金耐心低吸，
因此短期不可盲目看
空。期指市场，各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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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政策暖风
频吹，未来一个月仍有
较大概率冲击前期震
荡箱体顶部，操作上仍
宜多一份耐心。

资产：周三按计划
持股。目前持有泽达易
盛（688555）5.5万股，浪
潮信息（000977）9.5万
股，华创阳安（600155）
30 万 股 ，三 七 互 娱
（002555）5.4万股。资金
余额7374841.28元，总
净值18671841.28元，
盈利9235.92%。

周四操作计划：华
创阳安、三七互娱、浪潮
信息、泽达易盛拟持股
待涨。 胡佳杰

双11预售开启千万吨商品蓄势待“发”

耐心

国内油价上涨概率大
汽油每升或涨7分

同一企业
每年贷款总额
不超过1000万

如何申请？

程劲介绍，符合申请资格的企业

可在“天府科创贷”线上服务平台进

行注册，根据要求填写基本信息；自

主选择贷款银行并提交贷款申请，经

省金融服务中心审核备案后，由合作

金融机构审贷，决定是否发放贷款。

哪些银行能贷？

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四川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四川分行等在内的12

家银行已入选为 2020 年“天府科创

贷”首批合作银行。

如何获得补助？

只要企业按时还款，没有出现逾

期，就可申请融资费用补助，每个企业

每年累计最高可获得补助80万元。

10 月 20 日-21 日，
第七届中国（西部）高新技
术产业与金融资本对接推
进会”在成都举行。本届
推进会上，“天府科创贷”
正式启动试点成为一大亮
点，这也是为四川科技型
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量身定制”的贷款产品。

到底哪些企业有资格
申请“天府科创贷”，具体
又该如何申请？在21日
举行的金融服务中小企业
专题研讨会上，四川省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程
劲就此进行了政策解读。

“天府科创贷”怎么申请？能贷多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熊英英实习生 张茗瑞

天府科创贷热点解答

程劲解读“天府科创贷”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