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线下消费券三“券”齐发

政府通用券
同一用户每领券日限领1

张消费券（4选1）。

银行专享券
同一用户每领券日每银行

限领1张。

商户专享券
同一用户每领券日每商户

限领1张。

领券时间
第一波次：

7月1日（周五）
12：30：00至20：59：59

第二波次：

7月8日（周五）
12：30：00至20：59：59

第三波次：

7月15日（周五）
12：30：00至20：59：59

第四波次：

7月22日（周五）
12：30：00至20：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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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期待已久的成都线下
消费券带着更多惊喜返场了。6
月 30 日，记者从成都市商务局
获悉，新一轮成都线下消费券第
一波7月1日12：30：00至20：59：59
在云闪付APP开始领取。

据了解，本轮成都线下消费
券分4个波次发放，财政资金规
模 1 亿元，发动银行、商户叠加
优惠，共计发放 2 亿元，涵盖零
售、餐饮、文旅等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政府通
用券外，本轮成都线下消费券还
新增银行专享券和商户专享券。

三“券”齐发
新增银行和商户专享券

具体而言，本轮成都线下
消费券分4个波次发放，领取
时间为7月 1日-22日每周五
12：30：00至 20：59：59。值得
注意的是，在政府通用券不变的
基础上，还新增了银行专享券和
商户专享券，三“券”齐发。

政府通用券包含“满600元

减200元”“满300元减100元”
“满100元减40元”“满50元减
20元”四种类型，市民可按需选
择一种领取一张，所有活动商户
通用。

银行专享券是银行出资为
持卡人提供的专享福利，消费者
在每家指定银行都有机会领取
1张，领券成功后仅限指定银行
银联卡为付款卡支付时使用，在
所有活动商户均可使用。

有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上
海银行、天津银行、成都银行、成
都农商银行、四川天府银行7家
银行银联卡的市民，可提前在云
闪付APP内绑卡。

商户专享券是商户出资提
供的专享福利，为你的逛吃“买
单”，消费者在每家指定商户都
有机会领取1张，领券成功后仅
限指定商户门店使用。

本轮成都线下消费券可使
用商户除餐饮、零售外，还新增
酒店、电影院、演艺等企业商
户。快约上好友一起去电影、歌

剧、话剧院，体验幸福感拉满的
沉浸式观赏。

抢抓夏季促消费
更多活动已在路上

消费，一头连着百姓的衣食
住行，一头连着经济发展态势。
2021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
的贡献率为65.4%，消费对经济
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

从线下消费券到数字人民
币消费券，再到如火如荼进行中
的“2022公园城市绿色消费促
进活动”……成都消费活力的

“触角”，直抵线下、线上，也关注
绿色低碳。据了解，成都促消费
活动还有更多，在做好疫情常态
化防控的前提下，还将抢抓七八
月份夏季促消费有利时机，举办
2022 成都户外音乐啤酒季活
动，目的就是通过夏日美食与啤
酒的结合，以各类精彩的演艺节
目，联动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
激发消费活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雷强

更久一些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震
荡走高，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尽管北上资金休市，
但市场还是强力回升，各股指
均收涨超1%，盘面上，旅游酒
店、食品饮料板块表现较好。
截至收盘，两市涨停83只，跌
停 15 只。从技术上看，沪深
股指重新收复5日均线，两市
合计成交 11598 亿元环比减
少；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
收复5小时均线，60分钟MACD
指标绿柱均有所缩减；从形态
来看，沪指虽收盘未能站上
3400点，但盘中依然再次刷新
近期新高 3417 点，各股指在
周四如此快速止跌企稳符合
笔者此前预期，由于近期股指
并未加速放量上攻，使得中期
上升有望走得更久一些。期
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
价水平整体有所增加。综合
来看，上半年收官之日市场强
势不改，随着政策利好不断出
炉，7月理应延续反弹之路。

资产：周四以14.93元均
价买入联创股份12万股，之后
以15.5元均价卖出12万股。
目前持有华创阳安（600155）
97 万股，五粮液（000858）1.2
万股，康芝药业（300086）68万
股，中国电建（601669）74 万
股，联创股份（300343）24 万
股。资金余额5083524.44元，
总净值 29445284.44 元，盈利
14622.64%。

周五操作计划：联创股份
拟先买后卖做差价，五粮液、
康芝药业、华创阳安、中国电
建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成都首创水务助力成都温江区创一流营商环境

从2018年以来，成都首创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首创”）服务成都市温江区约100万人口，承担温江区的生
产、生活供水重任。成都首创属北京首创环保集团全资公司，自首创环保集团服务温江以来，成都首创始终秉承“成就客
户”的理念，紧紧围绕成都市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部署，努力提升市政公共服务能力，助力温江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疫情期间，成都首创响
应政策要求，全力支持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经营渡
难关，实行“欠费不停供”举
措。对温江区疫情封控小区
制定升级、暖心服务方案，确
保封控小区生活用水有保障，
勇担国企责任。

供优质之水，服诚信之
务。接下来，成都首创将展望
未来，砥砺前行，不忘初心，坚
持“以用户为中心，服务至上”为
经营理念，竭诚为客户提供安
全、稳定、贴心的优质供水服务，
提升温江区公共服务能力，助力
创一流营商环境。

响应政策率先落实
红线之外零收费

积 极 响 应 成 都 市
推行的接水红线外“零
收费”政策，进一步降
低了用户接水成本，率
先 实 行 红 线 外“ 零 收
费”。

自2020年以来，共
计减免近千万元。

简化程序代办审批
做到内转外不转

全面盘点并整合资源，创
新服务举措，减少环节、压缩时
限、精简材料，实行一窗受理、
一表受理、联动报装，最大限度
降低接水报装门槛，并代办并
联审批工作，做到用户“零跑
腿”，自2020年以来代办服务
219家，切实为企业减负。

靠前思维主动服务
提高用户感受度

成都首创利用各类平
台主动搜集供区内用户信
息，主动联系用户，了解需
求，靠前思维，根据用户需
求提前制定个性化供水方
案，为后期获得用水夯实基
础，切实提高用户获得用水
感受度。

疫情防控勇担责任
确保欠费不停供

广告

6月初，在成都智能信息产
业园内，成都四相致新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四相科技”）开
发团队正盯着屏幕，抓紧赶工某
化工厂的3D可视化模型。在开
发部楼上的生产车间内，成千上
万个模组一完成，就马不停蹄发
往全国各地的制造工厂。

成立于2019年、专注室内定
位技术的四相科技，目前已成为产
品市占率居全国前列的龙头企
业。此外，公司还被工信部电子标
准研究院邀请担任高精度定位标
准的起草和牵头企业。这背后，
是公司摸索出了跨行业的软硬件
标准化方案，只需做少量定制，即
可实现不同领域间的业务转移。

近年来，得益于大数据、智
能化发展，室内定位技术延伸出
庞大的市场机会。知名市场调
研公司 IDTechEx 指出，2024
年以前，室内定位的总市场规模
将超过10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市场前
景广阔，但近年来整个行业增速
呈放慢趋势。以最受关注的超
带宽室内定位技术为例，据物联
传媒研报，2017年-2019年，该
技术市场规模几乎年年保持翻
倍增长，但2019年-2021年，年
复合增长率却降至16%左右。

与此同时，四相科技却成长
为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公司市
占率居全国前列，自2019年成
立以来，年复合增长率更是超
80%，远高于行业市场规模同期
增速。

究其原因，一方面，技术实
力是公司的底气。据四相科技

董事长杨伟航介绍，四相科技核
心研发团队主要来自电子科技
大学，团队积累了10余年专业
领域经验、100多个知识产权、
1800余个行业应用案例。

另一方面则是敢于率先尝
试“做减法”，即控制各行业差异
化内容比例，让产品方案更加标
准化。“我们借鉴互联网的思路，
摸索出了跨行业的软硬件标准
化方案，控制各行业的定制化差
异内容在20%以内。基于此，我
们只需要做少量定制，即可实现
战略方向的转移。”杨伟航说。

“经过近些年的市场验证，
行业已经度过了摸索期，接下来
将进入快速发展期。”杨伟航说。

但标准化是横亘于快速发展
之前，企业要啃的第一块“硬骨
头”。作为行业的龙头公司，四相
科技也感受到了“硬骨头”的

“硬”。“比如客户找上门，由于我

们的技术路线和上一家服务商不
同，导致旧的系统没办法用，还
需要重复开发。”杨伟航说。

但好在领域内，头部力量已
组织起来，试图打破这一限制条
件，共同推动市场标准化建设。

杨伟航透露，今年以来，完
成技术储备的几个头部企业不
再拘泥于技术路线的互相竞争，
而是携手合作、互通有无，共同
协助工信部制定行业的标准
化，让市场更加规范，推动市场
规模提高。其中，四相科技就
参与工信部电子标准研究院有
关室内定位各种标准制定工
作，并担任高精度定位标准的起
草和牵头企业。“每家企业都有
擅长领域，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各
自熟悉的领域精耕细作，推动行
业向好发展。”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旭强

三“券”齐发，一次可领多张

成都新一轮线下消费券今日开领

成立3年多即牵头行业标准起草

成都这个“小巨人”是如何做到的？

银行股频获股东高管增持

近期多家上市银行发布
稳定股价公告，披露股东或高
管增持计划，上半年已有 12
家上市银行高管出手增持自
家银行股份，合计增持金额超
过2000万元。展望后市，业
内人士认为，随着政策持续
落地见效，国内经济将进一步
修复，银行板块有望迎来投资
机遇。 据新华社

白 杰 品 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