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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券用户购买京东平台
指定的手机通讯、家电、电脑
数码等领域热销产品，可在
原有优惠基础上再享折扣，
即满1000元享9折，最高优
惠400元；满800元享9.5
折，最高优惠400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易弋力

6月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从成都市商务局获悉，为更好打响“成都消
费”品牌，掀起一轮数字消费高潮，成都于
6月至7月举办“成都数字生活消费节”，点
亮年中消费“当红时刻”。

作为“成都数字生活消费节”第一波福
利，京东将针对成都市消费者发放“3批次”
共计1.5亿元专属消费券。所有领券用户可
以在京东618原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折扣
优惠，真正享受到数字消费的福利。据了
解，第一批消费券于6月8日0时正式发放。

成都专属消费券
优惠叠加购好物

据了解，本次在京东平台发放的“成都
专属消费券”将贯穿京东 618 购物节主要
阶段，并采用分期、分批形式发放（同一账
号，同一手机号在同批次发券周期中仅限
领取一次消费券）。第一批消费券发放时
间为6月8日0时至11日23时59分，每日
0 时发放；第二批消费券发放时间为 6 月
12 日 0 时至 15 日 23 时 59 分，每日 0 时发
放；第三批消费券发放时间为6 月16 日0
时至 18 日 23 时 59 分，每日 0 时发放。优
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为止。

本次优惠券发放精准普惠，面向成都
市全域用户，即领券限定地理位置（LBS），
基于地理位置识别，让当地消费者受益，包
含当地市民、差旅人员都可享受。

6月8日0时起，在成都的消费者在京
东 APP“成都消费券”专题页或在京东
APP搜索“成都消费券”即可领取。

领券用户购买京东平台指定的手机通
讯、家电、电脑数码等领域热销产品，可在
原有优惠基础上再享折扣，即满1000元享
9折，最高优惠400元；满800元享9.5折，
最高优惠400元。本次参与线上消费券的
商品均来自京东自营产品。

据介绍，本次数字生活消费节发券举措，

一方面普惠成都市民，另一方面拉动社消零
增长，助力成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数字化消费供给
助力新消费赛道

据《2021 城市商业魅力指数》最新公
布榜单，成都已连续 6 年领跑新一线城
市。此外，2021 年 1-4 月数据显示，成都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47.7亿元，同
比增长28.7%。

一组组数据，不仅显示了成都的“吸
金”实力，更传达出了成都消费市场的无限
活力，和成都在推动新消费、打造新场景方
面的成效。持续创新供给促进新消费发
展，成都着力抢抓消费链条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新机遇，促进新消费创新供给。

接下来，“成都数字生活消费节”还将
推出“品质生活 安逸Try”“品质川货 霸道
Buy”线上嘉年华系列活动，围绕在线旅
游、在线教育、社区电商等生活服务领域和
食品、女鞋、家居等优势产业带，持续开展
农商旅融合电商节、成都好物 DOU 来种
草、天府好耍节、2021她妆电商直播节、四
川美食年中直播月等各类电商活动，为成
都市民奉上更多线上消费盛宴，带动“幸福
美好生活城市”释放特色数字消费活力，尽
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魅力。

成都1.5亿元专属消费券今起发放
第二批、第三批消费券将分别在6月12日0时和16日0时发放

白 杰 品 股

空间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探底回升，

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本周首个交易日，市场窄幅震

荡，沪深股指涨跌不一，盘面上酿酒、鸿
蒙概念表现不错，前期强势的医美股普
遍杀跌，北上资金净卖出约40亿元。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63只，跌停9只。技术
上看，沪指收复5日均线，创业板指日线
MACD指标出现死叉，两市合计成交9492
亿元，环比略增；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
均收于5小时均线之上，60分钟MACD指
标绿柱快速缩减；从形态来看，连续多日
的震荡，市场成交并未萎缩太多，而此前
最弱的沪指率先收复5日均线，一旦其他
股指全面收复，则市场将重新转强，从笔
者的技术模型看，本周内市场有望重新

刷新近期高点。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
累计成交、持仓均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
平整体略有增加。综合来看，市场流动
性环境宽松，场内主题投资与题材活跃
并存，后市个股仍有继续良性修复的空
间。

资产：周一按计划以13.62元均价买
入会稽山23万股，之后以14.17元卖出
18万股。目前持有泽达易盛（688555）8
万股，华创阳安（600155）40万股，浙江龙
盛（600352）16万股，浪潮信息（000977）
12万股，康芝药业（300086）38万股，海
峡 创 新（300300）50 万 股 ，会 稽 山
（601579） 23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2581830.88元，总净值23774830.88元，
盈利11787.42%。

周二操作计划：会稽山、康芝药业、
华创阳安、海峡创新、浙江龙盛、浪潮信
息、泽达易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记者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今年
以来截至6月6日，有275家A股公司获
得 580 名董监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增持，合计增持金额达46.23亿元，
同比增长78.92%；被董监高增持的公司
主要集中在医药生物、电子、化工和机械
设备等四大行业。此外，截至6月6日，
今年以来，有 148 家上市公司发布董监
高或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以首次公告
日统计），同比增长55.79%。

从增持目的来看，大多数公司在公
告中称，董监高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
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同，
认为公司目前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博士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董监高增持向市
场发出的是积极信号，通常表明管理层
认为现价格低于合理水平，或者表明管
理层对公司未来很有信心。

据证券日报

年内275家A股公司获董监高增持
制图 杨仕成

每日0点发放，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根据业务需要，我公司需寻求合作伙
伴，项目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西八
广场社区综合体位于青白江凤祥大道以
北、凤凰西八路以西。对该项目进行招
商。

一、项目概况
项目地址：青白江区西八广场社区综

合体位于凤祥大道以北、凤凰西八路以
西。

地类（用途）：商服用地。
净用地面积12448.04平方米。
土地使用年限：40年。
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用地规划指标：容积率不大于1.6，建

筑密度不大于45%。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用地范围有

酒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养老设施、商
业、农贸市场。

招商范围整个综合体，共计 5 层，总
面积约：36900.60平方米。移交面积约：

10530 平 方 米 ，剩 余 可 运 营 面 积 约 ：
26370.60平方米。

每层面积及层高：（见下表）
二、合作方式
我公司对本项目进行招商运营。要

求带产业入住，整体运营。
三、招商对象

（一）合作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依法注册并合法存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的企业；企业信用良好，近三年来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无行政
处罚信息、无严重违法信息。

（二）具有良好的投资实力，财务状况
和营运业绩。

四、联系方式
有意者，请与彭女士联系，
电话：17360038417。

成都市智汇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6月8日

招商公告

楼层
总面积
层高

移
交
面
积

剩余可
运营面积

一楼
6180.87㎡

6m
农贸市场
2000㎡
社区用房
800㎡

邮政所150㎡
公共厕所
80㎡
商业

3150.87㎡

二楼
6180.87㎡

4.5m

商业

商业
2841.2㎡

三楼
4680.76㎡

3.9m
社区养老设施

120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480.76㎡

0

四楼
4680.76㎡

3.9m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4680.76㎡

0

五楼
4680.76㎡

3.6m

酒店

酒店
4680.76㎡

地下
7306㎡
6m

开闭所
300㎡

停车场
7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