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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扩散条件
转差，1月12日至16日将出现一次区
域性污染过程，成都平原、川南及川
东北部分城市有轻度至中度污染风
险，局部城市有短时重度污染风险，
为此，四川省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
组办公室发函建议相关城市将于1月
11日零时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采取有力措施，减少污染排放，减缓

重污染天气影响。
按照省上的统一安排部署，根据《成

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0年修
订）》相关规定，成都市决定于2021年1月
11日零时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期间，将执
行各项应急响应措施，其中包括机动
车限行措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1月8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四川宜宾市交警支队获悉，受冰
雪恶劣天气影响，宜宾境内部分路段
交通管制，蜀南竹海禁止所有游客车
辆驶入。

1月8日02时30分，宜宾市气象局
发布宜宾市翠屏区（临港）霜冻蓝色预
警信号：预计翠屏区（临港）未来48小
时内地面最低温度将下降到0℃以下，
对农牧业将产生影响。

宜宾交警支队发布通告称，受冰

雪恶劣天气影响，自2021年1月8日起，
对蜀南竹海景区内的道路实施全面交
通管制，所有游客车辆不得进入景区。

兴文县境内省道S214仙峰苗族乡
岔路口路段、僰王山镇团结村路段以
及省道S444占子坳路段、两占路僰王
山镇五斗坝茶场路段，均已实施交通
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请广大驾驶
员朋友经过时，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
交管办工作人员指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008期开奖结果：647，直选：6916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38182注，每注奖金173元。（30294468.43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008期开奖结果：64782，一等奖22注，
每注奖金10万元。（415314802.2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004期开奖结果：007849+1，一等奖：0注；二
等奖：7注，每注奖金88117元；三等奖：40注，每注奖金3000元。（132600805.9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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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21008期开奖结果：382。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004期全国开奖结果：06 08 09 15

18 25 26，特别号码：16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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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将于1月11日启动
今年首个重污染天气预警
12日至16日，局部有短时重度污染风险

霜冻预警：蜀南竹海禁行禁入

自成都市实施接送学生车辆预约
时段出行，不受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
限制的惠民措施以来，全市共有30余
万辆汽车通过“蓉e行”平台进行了信
息申报。

但是，在此项措施的实施过程
中，交警部门发现有部分车辆涉嫌虚
假信息申报。为此，成都交警近期集
中开展了接送学生车辆虚假信息申
报专项整治行动。

2020年11月16日，交警五分局专项
整治组民警在府青路二段，通过缉查布
控系统将川A9***1（登记报备学生学
校为青羊区某小学）的涉嫌车辆挡获。
经查，驾驶人陈某的车辆周一限行，为
图方便不受限，冒用其亲戚孩子的相
关信息，通过“蓉e行”接送学生车辆预
约出行平台进行虚假申报。且在其预
约出行和尾号限行的时间段，从未接
送过申报信息内的学生上学放学。

2020年12月28日早上6时许，交警
三分局专项整治组民警在高攀路下穿
隧道设卡，将通过前期对车辆运行摸
排和调查取证而锁定的川A***6G（登
记报备学生学校为锦江区某中学）的
嫌疑车辆挡获。

驾驶人高某供述，其冒用他人信
息，通过“蓉e行”平台申请了接送学生
车辆预约出行。经民警查证，因该车冒

用学生信息虚假申报，导致其家长无
法正常申报接送学生预约出行。

目前，驾驶人高某、陈某被交警分
别依法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并记3
分。同时，市交管局已撤销相关高某、
陈某的川A***6G、川A9***1接送学
生车辆预约出行申报，并恢复车辆限
行规定。

而在1月6日的一次专项整治行动
中，交警一分局专项整治组民警对行
驶轨迹与申报目的地和行驶路段均不
相符的川A**8RT车辆进行精准拦截
后调查发现，该车驾驶人在学生的备
案学校已变更的情况下，未及时通过

“蓉e行”进行备案信息更改，导致实际
运行轨迹和备案学校路线不符。

据了解，为确保申报信息真实有
效，成都市交管局会同教育部门，对30
余万辆申报信息的车辆进行了全面核
对，并依托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开展车
辆运行核查。交管局秩序处、科技信息
处等部门通过数据追踪、路径比对、精
准研判，发现少数登记车辆申报的目
的地（备案学校）、预约出行时间与实
际行驶路线、出行时间完全不相符，并
未对申报信息登记的学生上放学进行
接送，涉嫌虚假信息申报，违反机动车
尾号限行规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老百姓对猪肉价格变动非常敏
感，猪肉价格与CPI存在明显关联。大
商所生猪期货挂牌上市受到生猪养殖
企业、屠宰企业和贸易商的广泛关注。

大连商品交易所农业品事业部副
总监黄小玉认为，生猪的养殖周期一
般来说还是比较长的，利用期货的价
格发现功能，有利于企业更为合理地
安排生产计划，安心复产扩产。此外，
生猪期货上市有助于在生猪产业推广
保险加期货等业务创新，并为相关业
务提供价格基准，增强金融机构服务
三农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卓创资讯生猪产业首席分析师张
莉莉表示，现阶段是生猪下行周期，可
以预见，今年9月份价格要比现阶段低，
所以现阶段就可以卖出生猪期货，然后
把合约留到9月份进行现货交割，实际
上他们交割的一批猪就是以在期货上
卖出的价格成交的，这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规避下行趋势中的价格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生猪产业深受
“猪周期”困扰，生猪价格频繁波动。
所谓的“猪周期”是指猪肉价格高刺
激农民养猪，供给增加导致肉价下
跌，肉价下跌到一定程度又打消农民
养猪积极性，供给短缺又使得肉价上
涨，周而复始。

宝城期货高级分析师毕慧认为，
生猪期货的上市将有助于推动生猪交
易规模化发展，提高整个产业的集中
度，从而拉长“猪周期”，达到平抑猪价
波动的目的。

2021年1月8日，大雪让眉山市洪
雅县玉屏山国家森林公园里的一只

“卡在树上的白兔子”成功出圈了，引
来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创作这只“卡在树上的兔子”的作
者是洪雅玉屏山滑翔基地的滑翔伞教
练朱建军。8日一早上山后，他和同事
发现山上的积雪已经达10多厘米。中
午时分，趁着空闲，他就和同事们一起
堆起了雪。原本他们想做一只松鼠造
型，不过由于松鼠的体型比较小，比较
难做，于是他们想到了比较萌的兔子。
在同事的帮助下，大约半个小时，这只

“卡在树上的兔子”就诞生了。
堆这只“兔子”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是朱建军的儿子女儿听说山上的
积雪很深，准备放学后上来玩，所以朱
建军就打算把这个“兔子”送给孩子，
让他们高兴高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雪后玩出圈：
“卡在树上的兔子”

车主为躲限行
冒充接送学生虚假申报

成都交警：正精准查缉

大商所采用简单有效
的外观、体重等指标，设计
了生猪期货交割质量指标
体系，要求参与期货交割的
标准品生猪应具有瘦肉型
猪的体型外貌，行走自然，
无疝气，体表无脓包或肿
块，无异常喘息特征；平均
体重要求为100公斤到120公
斤之间。由于在现货贸易
中，生猪质量判断大多依靠
主观经验，针对这一特点，
大商所创新性地对生猪质
量实施前置管理。

大连商品交易所农业
品事业部副总监胡杰介绍，
交割标准就是把一些主观
的指标，还有一些过程控制
的指标，把它前置到猪场的
管理。包括它的品种、控食
等关键指标的管理，从而达
到能够交割的要求。

此外，在交割方式上，
根据生猪活体贸易时效性
强的特点，大商所以大型养
殖企业的养殖管理和销售
模式为基础，确定在出栏环
节进行交割。在交割区域设
计上，生猪期货的基准交割
地为河南，同时我国主要生
猪养殖地区均被设为生猪
期货的交割区域。大商所将
生猪期货首批交割仓库设

置在河南、山东、江苏、湖
北、安徽、浙江等地。

胡杰表示，第一批的首
批交割仓库都属于全国知
名的大型养殖集团，要保证
整个生猪的交易过程更加
安全、更加有效、更加可靠，
下一步公司可能会根据市
场需要来不断再增设其他
地区的交割仓库。

在风控制度方面，大商
所根据生猪现货历史价格
波动特点，将生猪期货一般
月份涨跌停板和最低交易
保证金比例分别设为上一
交易日结算价的4%和合约
价值的5%；同时，生猪期货
实施交易限额制度，非期货
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在生猪
期货所有合约上，单日开仓
量不得超过500手。

此 外 ，大 商 所 还 专 门
明确了指定的质检机构、
交 割 仓 库 和 车 板 交 割 场
所。据了解，牧原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温氏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正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希
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国
内养猪龙头企业都进入了
指定交割仓库和指定车板
交割场所名单。

（据央视财经）

猪期货上市
能否缓解“猪周期”

主力合约LH2109：跌10.01%
合约LH211： 跌14.57%
合约LH2201： 跌11.42%

截至1月8日11：30

主 力 合 约 首 日 跌 逾 12%

两头拴着红色绸带的
“二师兄”格外显眼，为现场
增添了一些喜气，这是全国
首个活体交割期货品种。伴
随着一声铜锣响，生猪期货
昨日在大连市大商所成功上
市交易。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
海表示，生猪期货将进一步填
补我国畜牧期货品种空白，与
玉米、豆粕等期货期权一起，
形成从种植、加工到养殖的
完整产业链条的价格风险管
理工具体系，可以服务的产
业规模达数万亿元，有利于
促进畜牧养殖业健康发展。

前日晚间，大商所公布
了生猪期货首批挂牌三个合
约 LH2109、 LH2111、
LH2201的挂牌基准价。不
过，从首日行情来看，主力合
约下跌幅度超过12%，其中
LH2111合约收盘跌停。对
此，有专家在接受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提醒投
资者，现货价格代表目前的
供求关系，期货价格代表市
场预测的未来供求关系，投
资者一定要慎重投资。

供应增量预期明显
面临猪价下行压力

分析师认为，下跌的行情主要跟
目前现货市场的情况息息相关。随着
整个生猪产能的稳步恢复性的生产，
市场中对于生猪的供应端是存在明
显增量预期，这对于生猪的价格而
言，无疑将会构成一定的下行的压
力。另外从季节性的价格走势来说，
每年的1月份通常也会对应的年内的
生猪价格的高点，在春节之后市场的
需求逐渐回落，也将会对价格而言构
成一定的压力。

自2001年以来，大商所就对生猪
期货品种进行持续研究，2018年2月，
获得证监会立项批复，2020年4月正式
获批交易，可谓“十多年磨一剑”。作为
我国期货市场第一个活体交割品种，
生猪期货在制度设计上有哪些特殊安
排呢？

据介绍，此次生猪期货推出，其中
主要的难点是交割品。根据大连商品
交易所的生猪期货合约规则设计，生
猪期货交易单位和交割单位都设置为
16吨/手，约合生猪135头，相当于现货
贸易中主流的9.6米三层运猪车一车
的运输量，该交易和交割单位大小，贴
近生猪现货贸易习惯和运输实际。

跌因何在

如何缓解
“猪周期”

让企业安心复产扩产
拉长周期规避价格风险

生猪期货咋交割？
种类、外观、体重

对交割生猪都有要求

驾
驶
人
因
违
法
被
查
处

早在1月5日的时候，大
连商品交易所就发布了《关
于生猪期货交割业务有关事
项的通知》，明确了交割区
域、地区升贴水、指定交割仓
库等信息。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此
次最大的亮点就是四川也被
纳入交割区域，指定交割仓
库名单里有两家四川的生猪
集团，分别是新希望六和股
份有限公司和四川德康农牧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金融监督管理局
今天也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
信息给予了确认。该局指出，
四川省纳入生猪期货交割区
域，是落实四川省政府与大
商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20 年版）》的重要举措，
将进一步发挥金融衍生品工
具在服务四川省现代农业

“10+3”产业体系的重要作
用，助力四川省生猪产业的
规模化、标准化和现代化。

根据大连商品交易所调
研发现，此次入局的德康农
牧和新希望去年出栏分别为

150万头、355万头。
那么，对于入局的两家

川企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华期创—成都投资有限

公司、华西期货风险管理子
公司衍生品部负责人张一苇
在接受红星资本局采访时认
为，两家川企将增强其议价
能力。具体来说：第一、多了
一个销售渠道。“他们除了可
以现货销售外，还增加了以
期货的形式进行销售。”第
二、控制成本，有效防控风
险。“现货销售的最大风险就
是价格的不确定性。”张一苇
认为，两家川企养殖的猪虽
然还没出栏，但现在可以通
过期货的形式提前售卖。“如
果届时期货的价格低于现货
价格，他们直接交割掉，再以
现货的价格出售。”不过，在
张一苇看来，一般情况，届时
两者价格会一致，甚至还会
出现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价格
的状况。“这样的话，他们就
实现了套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李晨

亮点：

增强议价能力
两家川企入局

“卡在树上的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