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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8月9
日，达达-京东到家正式宣布已
完成最新一轮5亿美元融资，投
资方分别为沃尔玛和京东。此
次投资之后，沃尔玛、京东将与
达达-京东到家进一步在战略及
业务上深度协同。

达达-京东到家是中国领
先的同城速递信息服务平台
和无界零售即时消费平台。
数据显示，达达目前已覆盖全
国 400 多个主要城市，服务超
过120万商家用户和超5000万
个人用户，日单量峰值达到千
万级；京东到家也已覆盖北
京、上海、广州等近 40 个主要
城市，注册用户 5000 多万，月
活跃用户超2000万，日单量峰
值突破 100万单。依托达达的
高效配送和大量优秀零售合
作伙伴，京东到家为消费者提
供生鲜蔬果、日用百货、医药

健康、鲜花蛋糕、个护美妆等
海量商品 1小时配送到家的极
致服务体验。

自2016年4月达达和京东
到家合并以来，达达-京东到家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京东到家业
务日单峰值突破100万，达达也
迅速成长为日单峰值千万级的
平台，达达-京东到家已逐渐成
长为无界零售的基础设施。

达达-京东到家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蒯佳祺表示：“达达-京
东到家一直致力于促进零售业
线上线下融合，通过定制化的解
决方案和沃尔玛等大量世界一
流水准的零售企业合作，此轮融
资后，达达-京东到家将继续与
优秀的零售伙伴深度协同合作，
持续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全链路
效率，不断优化和提升用户体
验，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即时购物
需求。”

技术人才最抢手

拥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等知名学府，成都软件
和信息技术相关的人才数量众多。
此外，低房价、好环境也是成都吸引
人才的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成都互联网从业者约
占全国的7.1%，仅次于“北上广深“等
一线城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特定
人才仍供不应求。

在成都求职者中，竞争最激烈的
岗位是数据分析、审核、公关、游戏策
划等；而最抢手的人才是后端开发、
运维安全、UI设计、销售等。

薪资方面，成都互联网从业者平
均月薪为8500元/月，其中技术岗位
平均月薪最高，为10600元/月，其次
为产品和金融。根据工作经验的积
累，3—5年的互联网人平均月薪为
11200元/月，10年以上从业者月薪可
达到24400元/月。

一季度互联网公司数量增40%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2016
年起，成都互联网公司数量开始高速
增长，2017 年同比增幅超过 110%，
2018年第一季度增加近40%，如今以
5.6%的总量占比位居全国第6。

其中，腾讯、阿里、京东、美团、爱
奇艺等互联网大厂纷纷在成都布局，
而游戏公司数量更是可观，形成了成

都专属的科技产业园区。
数据显示，成都仍以未融资公司

居多，其中一半为50人以下的初创
公司，而扎实的团队是壮大的基础，
它们也在以不输大公司的薪酬求贤
若渴。同时，传统企业互联网化进程
也在加速，人才争夺日趋激烈。

有意思的是，成都互联网人才流入
远大于流出。数据显示，2017年成都互
联网人才流入远大于流出，北京以
18.8%的流入高居榜首，而离开成都的
互联网人也大都选择北漂，这主要和北
京互联网高工资有关，同样的开发岗
位，成都薪资为北京的60%。（沈婷婷）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为
推进税务机构改革有效落地，
确保改革出成绩、出效果、出亮
点，龙泉税务人始终秉持“四
心”，积极助力龙泉税务新事业
扬帆起航。

一是坚定认识，正确看待
改革，保持“平常心”。二是找
准定位，积极参与改革，保持

“事业心”。找准基层税务机

构在改革大背景下的定位，将
改革与日常税收工作有机结
合，有节奏、按计划的推动日
常工作的开展。三是高度重
视，平稳落实改革，保持“责任
心”，加速税源管理机构与办
税服务厅的融合，形成合力，
提升纳税服务质效。四是加
强管理，严格执行改革，保持

“上进心”。

从首套房贷款利率方面看，全
国城市房贷利率以上升为主。数据
显示，7月在全国35个城市533家
银行中，有47家银行分（支）行首套
房贷款利率上升，占比8.82%，较上
月减少9家银行分（支）行；有476
家银行分（支）行首套房贷款利率与
上月持平，占比90.24%。

另外，19家主要银行中，首套房
贷款平均利率最低为基准1.088倍；
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最高为基准
1.234倍；工、农、中、建国有四大行
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已达基准利率
上浮15.7%水平。

从城市分布看，7月，四大一线
城市中，北京（5.47%）、上海（5.16%）
首套房贷利率水平与上月持平，广

州微降（5.55%），深圳（5.60%）继续
上涨；二线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持续
上涨，其中，武汉达到全国最高水
平，为6.35%。

值得关注的是，近一年内房贷
利率环比增速呈现震荡下滑趋势，
表明房贷利率在保持上涨的过程
中，上涨幅度在不断缩小。数据显
示，从去年7月到今年7月，利率环
比增速下降；首套房贷款利率及二
套房贷款利率分别由环比上升
2.47%、上升 1.27%降至环比上升
0.45%附近。

融360分析认为，按照数据趋
势推算，未来两三个月内，环比数值
会向0趋近，房贷利率仍将保持小
幅上调直至稳定。

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连涨19个月

成都二套房首付以 4成为主
7 月全国房贷平均

利率继续上调。融 360
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全
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
为5.67%，相当于基准利
率1.157倍，环比6月上
升0.53%；同比去年7月
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
4.99%，上升13.63%，为
2017年1月以来连续19
个月上涨。二套房贷款
平均利率为6.03%，较上
月上涨3个基点，整体涨
幅低于上月。

成都互联网职场大揭秘：
技术人才最抢手 平均月薪超万元

从全国二套房贷利率来看，
平均利率为 6.03%，较上月上涨 3
个基点，整体涨幅低于上月。据
悉，全国 533 家银行中，二套房
执 行 首 付 4 成 的 银 行 共 有 183
家，包括成都、青岛、长沙等 13
个城市，执行 5 成、6 成、7 成以
及 8 成的银行数分别为 93 家、96
家、58 家和 31 家。首付方面未
出现变化，差异化信贷政策将对
用户实际申请情况产生影响，审

核及判定趋于严格。
近日，政策面已经对房地产

调控再次作出明确表态，要下决
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决
遏制房价上涨。分析师认为，未
来房产市场对于投资资金的管控
将会趋于严格，对于刚需群体的
保障将会增多，不再建议投资资
金进入，刚需群体完全可以按需
入场，房产市场整体趋势将以稳
为主。 （沈婷婷）

二套房贷利率涨幅低于上月

四大行平均利率升至基准上浮15.7%

从BAT、华为等公司
在成都落户，游戏产业
基地异军突起，到创业
者最高1亿元资助……
成都这个被赵雷用民谣
唱火的城市，正成为继
北上广深杭后，中国互
联网下一个重镇。

那么，成都什么职业
就业前景好？哪些岗位
薪资高？哪种人才最抢
手？近日，互联网招聘
平台拉勾网发布《2018
成都互联网职场报告》，
解析了成都互联网薪酬
福利、人才特点、供需流
动。

7月全国房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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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5.16% 持平上月

武汉6.35%

有47家银行分（支）行首套房贷款利率上升，
占比8.82%，较上月减少9家银行分（支）行

有476家银行分（支）行首套房贷款利率与上
月持平，占比90.24%

7月35个城市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中

利率上涨银行数量减少，超9成银行持平上月

成都互联网不同职位平均月薪

产品 10500元
技术 10600元
金融 9200元
市场/销售 7300元
职能 5600元
运营 6100元
设计 7500元

不同工作年限平均月薪

应届毕业 4600元

1年以下 5000元
1—3年 7100元
3—5年 11200元
5—10年 16500元
10年以上 24400元

达达-京东到家完成新一轮5亿美金融资

龙泉税务保持“四心”确保机构改革落实扎根

上海 5.16%
厦门 5.39%
昆明 5.39%
乌鲁木齐 5.39%
福州 5.41%
大连 5.44%
北京 5.47%
太原 5.49%
长春 5.55%
广州 5.55%

首套利率最低值排名前十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