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3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社会关
注的热点话题，工信部有关负责人一一作出回应。

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如何？
全球汽车芯片短缺，我国如何应对？
新能源车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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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产业集中度
鼓励新能源车企兼并重组

财经·证券
2021年9月14日 星期二

07

为您服务 86784155� �86621326028-
登报专线 地址：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代办点

广
告

QQ号：2408458226� �微信号：wnfw2019� �
收费标准：80元/行/天 每行13个字

草市街 13308064232� � � �书院西街 18980503661� � �物资·物流 18982000584�
城西财大 028-87483667� �红星路便民 028-86959335� �玉林分部 13348994832
东门片区 13882266918� � � �武侯片区 13880196780� � � �西门片区 15108235758� � �独家代理：成都为您服务广告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本栏目法律顾问：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 咨询专线：13678000236

声明·公告
●李晓竹位于成华区二仙桥西
路5号19幢4单元4楼14号房屋
产权证（证号：权0625858），因
保管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成都像素空间电竞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6MA6D029C0W）营业
执 照正本、公章（编号：510106
0398415）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多美制衣厂（
注册号：28990446-4） 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遗失作废。
●四川益成轩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55266
558、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55
266559、原法人杨皓法人章编
号5101055266560均遗失作废

公 告
各位会员： 成都市青羊区

通锦桥路67号成都敦煌主题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 公安机关目前
已依法做出立案决定， 现该案
正在积极侦查中。 请各位前期
在敦煌主题酒店办理会员卡的
群众从今日起， 携带相关报案
材料到办案机关及时报案，望
大家相互转告。报案时间：自公
告之日起3个月
报案单位及地址： 青羊区公安
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 成都
市青羊区东通顺街28号。
办案警官：冉警官、肖警官（单
位电话：028-86644227）

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
经济犯罪侦查大队

2021年9月14日

公 告
各位业主：

我公司 （成都新鼎置业
有限公司） 在成都市新都区
学院路198号规划红线范围内
修建的 “新都川音项目施工总
承包一标段建设工程 （1#地块
1号楼）”已建设竣工，现已进入
规划核实公示阶段， 公示内容
张贴于项目1号楼现场，公示时
间为2021年9月14日至2021年9
月20日。

特此公告。
成都新鼎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4日
●四川省宁近之远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602045
09)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四川恒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王仕彬法人章 （编号51010605
43470）， 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060543469）， 财务专用
章 （ 编 号 5101060543468），
均遗失作废。
●林敏于2021年9月4日不慎遗
失第二代身份证， 号码：5101
07197407230038，本人已申领
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成都达邦科技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编号：510106022993
1）遗失作废。
●成都市蓉娱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6016096
8）遗失作废。
●邛崃七里坝家庭农场公章编
号5101835060176遗失作废。

●郫都区欣艺烧烤店发票专用
章（编号：5101245165783） 遗
失作废。
●成都婧语嫣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公章编号5101069966815
遗失作废。
●广东碧桂园生活服务有限公
司成都金牛区分公司张艳芝负
责人章（编号5101060629434）
遗失作废。
●成都贝仕特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7062420959A） 公
章（编号：5101008917426） 均
遗失作废。
●成都李与白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白伟法人章 （编号：510107
5679528）遗失作废。

●成都华铭信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于2021年8月26
日在成都商报上刊登公章 （编
号 ：5101095560924） 遗失公
告，因现已找到遗失公章，故撤
销公章遗失公告登报。
●新都区桂龙铁屑加工厂公章
（编号：5101250006513）、 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25001615
2）、 其它类型印章 （编号 ：
5101250016153）、 曾德福法人
章 （编号：5101250016154）、合
同专用章（编号：51012500168
76）遗失作废。
●成都无名之星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赵朝雄法人章 （姓名：赵
朝雄，编号：5101060210247）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锦程联谊广告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85
108023）遗失作废。
●成都韵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750
54176）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尚融发建材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22000079009）遗失作废。
●成都云上未来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原法人郑维芝法人章编号
5101095790325遗失作废。
●成都乐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邹斌法人章 （编号5101085253
250），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
1085191562）均遗失作废。
●吴文贵身份证（号码5101301
9570329003X）2021.09.07遗失

●四川乐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李清波法人章一枚，编号：
5101075122976，声明作废。
●四川中恒泰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王科法人章 （编码：51
01009201146）遗失作废。
●成都显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08644803）
遗失作废。
●李怀德不慎将残疾军人证
NO.00568357 （编号 ： 川军
A001417）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心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99990351，
原法人高珑玺法人章编号：51
01099990354均遗失作废。
●成都半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吴东芝法人章 （编号：510107
5354454）遗失作废。

我国制造业
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表示，自
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已连续11
年位居世界第一。2012年到2020年，
我国工业增加值由20.9万亿元增长
到31.3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
由16.98万亿元增长到26.6万亿元，
占全球比重由22.5%提高到近30%。

据悉，我国工业拥有41个大
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世界
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在
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
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其中，光伏、
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
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
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
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

肖亚庆指出，在重点领域创
新我国也取得重大突破。重大工
程捷报频传，“嫦娥五号”地外天
体采样返回、“天问一号”开启火
星探测、“奋斗者号”万米海沟成
功探底，刷新我国深空、深海探测
新纪录。“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全面建成，开创了我国自
主独立全球卫星导航的新纪元。
世界首台百万千瓦级水轮发电机
组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重大装

备制造实现新跨越。我国制造业
正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加快推动替代方案
尽快推广应用替代芯片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集
成电路的制造产能持续紧张，各
行各业都陆续出现了“缺芯”问
题，对全球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
影响。汽车芯片供应短缺已经成
为制约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要
素，缺芯状况何时能得到改善？工
信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新闻发
言人田玉龙表示，芯片供应链紧
张的问题还是要存在一段时间，
当前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峻。

据介绍，针对目前供需矛盾紧
张的突出问题，工信部和有关部门
组建了汽车半导体推广应用工作
组，以专门协调机制来解决当前的
供需矛盾突出问题。特别是针对当
前一些特定的芯片生产供应极度
短缺问题，组织行业协会和企业加
强联系，推动一些国内特别是国外
的企业复工复产，尽可能地保障一
些特定芯片的供应。同时，采取一
些措施加快推动替代方案，通过简
化审批程序、简化流程加快审批，
使替代芯片尽快地推广应用。

田玉龙提到，下一步，工信部

将加强供应链精准对接，使汽车芯
片能够在供给能力上全面提升；加
强对汽车行业发展和芯片制造供
应能力的监测，积极扶持芯片制造
企业加快提升供给能力，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加快促进新能源汽车发
展，推动汽车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稳定国内外供应渠道，特别是与国
外加强在技术创新、国际贸易、标
准法规上的开放合作，使芯片产业
链供应链按照双循环的要求进一
步稳定发展。

新能源车企数量太大
处于小而散的状况

肖亚庆指出，现在新能源汽
车企业数量太大，处于小而散的
状况。要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做大
做强，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

肖亚庆表示，新能源汽车是
全球汽车领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
方向，也是我国汽车发展的战略选
择。总体看，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
正处在加速发展期。新能源的续航
里程、充电是否便捷、安全水平、智
能化控制等方面是工信部发展新
能源汽车重点督促解决的问题。

肖亚庆指出，目前新能源汽
车发展有“三个突破”。一是技术
突破，建立了上下游贯通的完整

产业体系，突破了电池、电机、电
控等关键技术。其中，动力电池技
术全球领先，与2012年相比，单体
能量密度提高2.2倍，成本同时下
降85%左右。二是产品突破，总里
程提升幅度比较大。三是市场突
破，连续六年产销量全球第一。截
至上月底，累计推广已经超过了
700万辆。今年1-8月份，完成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分别是181.3万辆、
179.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将近2
倍，整个汽车销售有些压力，但是
新能源汽车逆势而上。

“现在新能源汽车企业数量
太大，处于小而散的状况。要鼓励
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进一步提
高产业集中度。”肖亚庆说，新能源
汽车技术含量高，所以资源应该尽
可能市场化集中，避免分散。

此外，工信部希望促进跨界
融合，推动电动化与智能网联技
术的融合发展。提升产品质量，在
质量安全、低温适用等各方面提
供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引导企业
提升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田

北京报道

养老理财产品开启全国试点

四地四家机构
成都占据一席

9月10日，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开展养老理财
产品试点的通知》，宣布将在全国试点养老理财产
品，9月15日起试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9月13日获悉，这次
试点银保监会选择了四家机构在四个城市展开，
试点期限一年。据了解，试点阶段，单家试点机构
养老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总规模限制在100亿元人
民币以内。

银保监会表示，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是银
行业保险业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
养老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据了解，试点工作
有利于丰富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产品供给，培育投资
者“长期投资长期收益、价值投资创造价值、审慎投
资合理回报”理念，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需求。

结合国家养老或金融领域改革试点区域，银保
监会率先选择了“四地四家机构”，即工银理财在武
汉和成都、建信理财和招银理财在深圳、光大理财
在青岛。

记者从通知中了解到，银保监会要求参与试
点的4家理财公司必须创设符合长期养老需求和生
命周期特点的养老理财产品，并结合试点地区情
况，稳妥有序开展，引导形成长期稳定资金，探索跨
周期投资模式。同时，各理财公司要规范养老理财
产品名称使用，持续清理名不副实的“养老”字样理
财产品。考虑到是试点，银保监会要求，试点阶段，
单家试点机构养老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总规模限制
在100亿元人民币以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斌

今年要实现
没有通宽带行政村

动态清零
如何进一步推动互联网

在农村的普及和应用？田玉龙
在回答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提问时表示，电信普遍服务
实施前，我国大概有5万个行
政村没有通宽带，深度贫困地
区行政村只有25%通宽带，如
今各省的行政村、脱贫村的通
光纤、通4G比例都达到了99%
以上，基本是普遍服务。今年
要实现没有通宽带行政村动
态清零。

据介绍，在缩小城乡的
“数字鸿沟”方面，工信部和
财政部共同研究制定了电信
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有力支
持电信企业加快对农村特别
是贫困地区的信息服务和保
障，先后支持13万个行政村
光纤网络通达，以及6万个农
村4G基站建设。

在聚焦贫困群众精准降
费方面，在全国提速降费的
基础上，2018年特别支持了
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了最大
优惠折扣服务，超过1200万
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了降费
优惠政策，700万户享受了5
折优惠。

下一步，工信部今年要
实现没有通宽带行政村动态
清零，推进乡村振兴。继续推
动“互联网+医疗”“互联网+
教育”，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地
推广网络技术，与电子商务、
乡村旅游、种植养殖深入融
合。在进一步缩小“数字鸿
沟”的基础上，特别要在接入
能力建设和使用上下功夫，
使广大的农民广泛地应用数
字技术、信息化手段，在乡村
振兴战略中发挥新的更大的
作用。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连续39个交易日成交破万亿
股市行情过热没有？

近日，特斯拉官方发布消息
称，特斯拉滇藏线超级充电线路正
式开通，路线总长约2800公里，起
点位于云南昆明，途经楚雄、大理、
丽江、香格里拉、梅里，随后进入西
藏，途经芒康、八宿、波密、林芝、工
布江达、拉萨和日喀则，最后到达
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定日县。全程建
设有14个超级充电站，以及一个目
的地充电站（位于西藏工布江达）。

此外，特斯拉在今年6月23日
表示，公司借助西藏拉萨丰富的太
阳能资源，已在该地开设了在中国
首个光储充电一体化超级充电站。
特斯拉在2016年以26亿美元的价
格，收购了全美最大的太阳能发电
公司SolarCity，进军太阳能业务。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
场，扩大中国市场对特斯拉保持
盈利来说至关重要。充电方便是

吸引消费者选择新能源电动汽车
的一大因素，因此，特斯拉持续努
力建立其超级充电站网络，以期
通过不断完善的充电网络加速在
中国市场的业绩增长。

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中旬，
特斯拉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超级充
电桩已超过7000个。今年6月，特
斯拉宣布沿丝绸之路开通了全程
超过5000公里的“超级充电站走
廊”，共设置27个充电站。

目前，电动汽车的续航基本
能够满足城市内出行或者是几个
城市间的出行。在通向西部地区的
热门旅游线路上开通超级充电站，
将有利于电动汽车车主远途自驾
游。同时，此举也会吸引潜在的消
费群体，打消购车用户的顾虑，进
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9月7日，特斯拉在中国的充
电桩生产项目已经建设完毕，该
项目生产的是特斯拉的第三代超
级充电桩，年产量为1万根超级充

电桩。2019年3月，特斯拉推出V3
超级充电桩，可支持高达250kW
的峰值充电功率，使得部分Mod-
el 3车型充电15分钟最高可补充
约250公里的续航电量。

在自驾游热门路线上开通充
电站，特斯拉还面临着来自小鹏汽

车、蔚来汽车等品牌的激烈竞争。
今年4月28日，特斯拉打通了

318川藏线超充线路，从成都到定
日，设置11座超级充电站；4月30
日，小鹏汽车称其打通318国道川
藏段免费充电站，从成都到拉萨，
启动运营1个超充站和12个目的

地充电站；蔚来则早在2020年12
月，就宣称打通了全国第一条川
藏快充路线，从成都至珠峰大本
营，沿途铺设14座目的地充电站，
其中涵盖318川藏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媛
实习记者 丁文

路线总长2800公里 建14个超级充电站

特斯拉开通滇藏线超级充电线路

昨日收盘，上证指数 6 连阳，A 股市场连续 39
个交易日成交额破万亿。

极端分化的市场，总会有人欢喜有人忧，上个
月新能源还在笑话“喝酒吃药”，这个月就轮到传统
能源笑话新能源了。风水轮流转，赚钱了保持低调，
没赚钱的咱也别沮丧。

随着指数稳步推升，各种消息越来越多：新股
民跑步入场、资金跑步入场、A股资金净流入额已
接近去年全年、当下情况类似于2014年……

经历过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朋友，总会对这
些信息很敏感，担心每一个情绪的燃点都是在逼近
高点。当下，A股是不是过热？该如何看待这样连续
的万亿行情？

其实，衡量市场热度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换
手率。

这几年，股票市场的总市值本身在增长，随着
IPO和再融资带动上市公司数量和股本扩张，目前
A股自由流通市值（市场中全部可以自由流通股票
的市值总和）也逐年提升并已突破了40万亿元。如
果再按照原有的成交额来衡量当下的市场，显然是
不合适的。

因此，按照换手率来衡量现在的市场是不错的
选择。按照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历史上，A股自由
流通市值对应换手率的平均值在2.57%左右。如果
按照这个平均值计算，这意味着眼下市场的万亿成
交金额才是A股的正常现象。

当然，有普通也有特殊，单日5%以上的换手率
是危险的信号。从历史数据来看，单日5%以上的换
手率，反映的是情绪过热且有回调风险。如果按照
这个数据来计算，目前A股需要警惕的成交额，是
单日超2万亿元或持续高于1.8万亿元。

此外，从历史的数据来看，3%是A股高换手率
的界限。持续高换手率多对应牛市期间或短期急
涨急跌。以 3%为界线，历史上可比的较为明显的
持续高换手率区间共有7个，其中2007年、2009年
和2014-2015年的三轮指数牛市中，高换手率持续
时间相对较长。除此之外的 4 次高换手率区间均
对应市场短期急涨，伴随市场情绪过热和换手率
快速上升。

以此类比，这轮A股行情，换手率的提升相对
温和，市场也并未出现全面过热的现象，且成交额
集中度下降，在没有外生冲击的情况下，出现投资
者集中兑现收益导致市场急跌的概率较低。

回到昨日的A股，涨价题材依旧霸榜，连中国
石油都出现了罕见的拉升，收盘涨近6%，股价创年
内新高。

周期轮动，相关资产品种涨势如虹，但也别忘
记“买在周期顶点，要等到下一个周期才能解套”的
事实。

除了涨价题材之外，昨天以芯片为首的科技题
材，成为下跌主力，光伏、军工、白酒股低迷。板块轮
动太快，投资者要保持耐心。越是这种时刻，越是考
验大家前瞻逻辑和研究能力的时刻，选准赛道坚定
信心，比频繁乱动的效果好一些。 （张道达）

图据特斯拉官方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