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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成都，自行车销量火爆

一万元一辆的都很抢手
自行车的风口来了吗

6月中旬的三星堆考古挖掘
直播中，位于8号坑中部的一只

“神鸡”曾与观众们短暂见面。
记者5日获悉：这只神鸡如

今已露出其完整面貌，8号坑负
责人赵昊告诉记者，他们管这件
器物叫“神鸡柱头”或“雄鸡柱
头”，因为它原本应是位于某根
柱子顶端的器物。

“这个神鸡很早就露出来
了，大约今年1-2月份吧，最近是
比较完全地露出了它的样子。”
赵昊说，“直播的时候讲解过，但
当时没有提取，预计这个月也无
法提取，因为它的尾部被一堆其
他的东西压住，需要把这些东西
提取完之后才能提取它。”

因此，虽然露面不晚，但预
计神鸡的出坑会是8号坑的最后
一批。据赵昊透露，他们最近主
要在集中提取8号坑中出现较多

的青铜人头像。
这只“神鸡”的模样与我们

熟悉的家禽几乎一致，唯一比较
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鸟喙弯曲，比
较像老鹰。赵昊还告诉记者，之

前在直播中很受关注的那个8号
坑穿裙大立人，和这只神鸡一
样，也属于柱头，“就是下面还有
立柱支撑。”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乔雪阳

2022年第二季度，智联招聘继续发布《中
国企业招聘薪酬报告》。数据显示，二季度全国
38个核心城市平均招聘薪酬为10341元/月，比
一季度的10014元/月上涨3.3%。

在智联招聘监测的全国38个核心城市中，
上海、北京、深圳平均月薪排名前三，分别为
14775、14252元、13092元。成都位列第十三位，
平均招聘月薪9933元。

报告公布了成都地区2022二季度平均招
聘薪酬前10行业，排名第一的为信托/担保/
拍卖/典当行业，平均薪酬为15853元。基金/
证券/期货/投资行业排名第二，平均薪酬为
11938元。计算机硬件行业与计算机软件行
业分别排名第三第四，平均薪酬为11602元
和11429元。

记者注意到，二季度小微企业薪资涨幅超
越大企业。数据显示，10000人以上企业二季度
薪资环比涨幅仅1%。而在持续有力的纾困政
策下，小微企业招聘开始有所恢复。同时，在当
前大环境下，小微企业更加倾向于招聘具备经
验和技能的人才，因此平均工资升高。20-99
人、20人以下企业薪资分别环比增长4.4%、
5.1%。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近日，从北京到成都，自行车销
量火热。线下门店出现“一车难求”
的情况，有门店2小时就卖出20辆；
有车行因缺货严重，只能转去卖电
动车和修车。

记者调查发现，继露营、飞盘之
后，年轻人中悄然兴起一股“骑行
热”。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分享着“骑
行热”的照片：在北京，华灯初上的
长安街，骑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甚
至还出现了每到下班点就“堵车”的
盛况；在成都，100公里天府绿道上，
挤满了前来骑行打卡的年轻人，有
网友戏称“三分之一的成都人都在
骑天府绿道”。

7月4日，骑行爱好者徐果告诉
红星资本局，现在年轻人对自行车
的认知，正从交通工具向生活方式
转变，并逐渐成为新的“社交货币”。

“骑行风”刮来，自行车相关企业的业绩也
在大涨。

来自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的相关数据显
示，2021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自行车(含电动自
行车)制造企业营业收入1451.6亿元，同比增长
30.6%，实现利润总额71.6亿元，同比增长46.4%。

其中，龙头上市企业增长更为明显。上海凤
凰是自行车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其财报显示，
2021年实现营收约20.58亿元，同比增长49.59%；
归母净利润1.04亿元，同比增长71.26%。

今年一季度，上海凤凰实现营收4.14亿
元，同比下降23.40%，但归母净利润同比仍在
增长，增速达14.70%。

从事自行车整车及其零部件设计、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久祺股份增长势头也十分强劲。
2021 年 实 现 营 收 约 37.1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2.31%。今年一季度，久祺股份实现营收7.74
亿元，同比增长3.31%。

久祺股份表示，分产品看，2021年公司成人
自行车/儿童自行车分别贡献营业收入12.15亿
元、7.4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00.5%、33.69%。

缺货严重的捷安特集团公布的财报显示，
2021年全年销售额为818亿新台币（约合人民
币180亿元），比2020年增长了17%。

业绩红火的同时，自行车行业也面临着上
下游产业链缺货的困境。在刘宸看来，自行车
销量火爆的背后，是受国内外自行车上下游产
业链缺货的大环境影响。刘宸告诉红星资本
局，碳布，套件，甚至轮胎等都影响一辆自行车
的装配，缺货的影响非常大。

例如，自行车核心部件“变速器”，长期以
来一直依靠进口。据新京报报道，国内市场
1000元以上的自行车变速器，95%的份额被日
本禧玛诺和美国速联占据，其中，禧玛诺是目
前国内使用规模最大的品牌。但2020年以来，
禧玛诺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工厂相继暂
时停产；受航空停运限制，日本工厂生产的高
精度零部件难以运抵中国。

今年3月，日本自行车零部件企业禧玛诺
发布涨价通知称，因原材料成本的变化以及生
产、运输等因素影响，公司从5月1日对产品价
格进行调整，其中自行车零件上涨0.5%-4%，
修补件上涨4%-7%。核心部件涨价的压力是否
会传导至终端？还有待时间验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强亚铣

事实上，“一车难求”的背后
是骑行热的带动。“感觉回到了
上世纪80年代的街头，全是自行
车。”在成都骑自行车通勤的陈
星感叹。

自打4月买了自行车后，陈
星的通勤路就从开车变成了骑
车。在陈星看来，骑车既不堵
车，又可以锻炼身体，不费油停
车又便宜，“只要不下雨几乎天
天骑”。

半个月前 ，北京的王可也
买了一辆公路自行车。不同于陈
星的通勤需求，王可喜欢在下班
后骑着自行车，夜游北京城，每
天晚上都会骑行几十公里。

不止陈星和王可，红星资本
局发现，继露营、飞盘之后，年轻
人中悄然兴起一股“骑行热”。

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分享
着“骑行热”的照片：在北京，华
灯初上的长安街，骑行队伍一
眼望不到头，甚至还出现了每
到下班点就“堵车”的盛况；在

成都，100公里天府绿道上，挤
满了前来骑行打卡的年轻人，
有网友戏称“三分之一的成都
人都在骑天府绿道”。

北京与成都只是“骑行热”
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小红书
上有关“自行车”的笔记已经超
过了124万篇；抖音里与自行车
相关的话题视频，播放量高达75
亿次。去哪儿网数据显示，进入6
月以来，“骑行”产品搜索热度较
5月同期增长了近50%。

刘宸告诉红星资本局，骑
行热兴起的原因，与疫情期间
羽毛球馆、游泳馆、健身房等室
内场馆暂停营业，室内活动场
所减少有关。顾客转战户外运
动，这部分人也是自行车的主
要购买人群。

骑行里程超过20万公里的
骑行爱好者徐果也明显感觉到，
疫情后，身边加入骑行运动的朋
友越来越多了。现在，徐果会不
定时组织骑友们进行“休闲骑”

或者“夜骑“活动。
徐果发现，现在年轻人对自

行车的认知，正从交通工具向生
活方式转变，并逐渐成为新的社
交货币，“一群人骑更有激情”。

近日，从北京到成都，自行
车销量火热。市面上主流的自行
车车型，有公路车、山地车、通勤
车三种。红星资本局发现，很多
自行车的旗舰店和线下门店中，
热门车型常常处于断货状态，

“一车难求”成了骑行圈现状。
北京的王可告诉红星资本

局，买车时她看中了迪卡侬的
一款，价格为1299元。当她打算
入手时，店员告诉她这款车全
北京只剩下两辆，调货也需要
一周的时间。

王可还发现，自行车区是整
个迪卡侬店里顾客最多的地方，
短短2个小时内，就卖出去至少
20辆。

“现在自行车很抢手，如
果你确定要，我们只能为你保
留2个小时。”7月3日，迪卡侬

北京四元桥店的店员告诉红
星资本局，最近店里自行车销
量十分火爆，2000多元的车型
卖得最好。

不止迪卡侬，自行车品牌捷
安特同样面临缺货的情况。7月3
日，成都一家捷安特专卖店老板
表示，年初至今，捷安特的车就一
直缺货，基本没有现车可以卖，对
车行生意影响十分大，只能转去
卖电动车和修车保养的业务。

线下自行车销售火爆，线
上也迎来爆发式增长。淘宝相
关数据显示，“5·20”大促期间，
淘宝自行车销量增长一度超过
50%。京东体育数据也显示，5月
23日到5月30日的预售中，自行
车、公路车等骑行品类是户外
装备类销售情况最好的品类之
一，整个骑行品类预售订单额

同比增长240%。
同时，消费者对中高端自行

车的需求也在增加。徐果表示，
加入骑行运动的年轻人对中高
端自行车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1万元左右的公路车十分普
及。”他说道。在北京经营了两家
综合性自行车行的刘宸也告诉
红星资本局，1万-2万元的自行
车在其店中最畅销。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相比低
端车型，部分高端自行车更保
值。在闲鱼等二手平台上，有用
户挂出英国自行车品牌Bromp-
ton的二手车，如果颜色稀有、成
色较新、原版停产等，价格几乎
与原价持平，甚至高于原价出
售，均在万元以上。还有用户挂
出Brompton二手车并配文：“此
车不出，就是得瑟下。”

迪卡侬2小时卖出20辆自行车
有车行因缺货改卖电动车

调查调查··
“骑行火热”

长安街骑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三分之一的成都人都在骑天府绿道？

背后背后··
“业绩增长”

生活方式带动经济
龙头企业业绩增长亮眼

快看！
三星堆“神鸡柱头”全貌

智联招聘报告
成都今年第二季度

平均招聘月薪9933元

日前，全国公安系统英雄
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上，成
都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三大队大
队长刘军被授予“全国优秀人
民警察”的殊荣。

自2002年从部队转业，刘
军就到成都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工作，一干就是20年。20年来，
刘军的角色是经济风险的“听风
者”，也是百姓钱袋的“守护
人”——他牵头负责全市非法集
资存量案件风险化解处置工作，
大力推动案件追赃追逃工作。

2019年以来，刘军牵头组
织对全市271个经济、金融风险
主体、P2P网贷平台防范化解
风险，对其中11家开展立案侦
查，对213家主动向属地作风险
预警报告。刘军还积极联合行
政部门，强化情报信息收集研
判，加强对重点人员和重点区
域治安防控，先后带队化解处
置预警性风险8个，依法妥善处
置事件60余次，有力地维护了
社会大局平稳。

从事经侦工作20年来，刘
军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四
川省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先
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
三等功2次，嘉奖8次。

2017年，刘军敏锐发现，互
联网金融、网络理财行业的6家
公司连续触发高风险预警，且
涉案公司高管都集中来自外省
某地。于是，刘军立即带队摸
排，迅速发出紧急预警。成都市
公安局迅即发起了打击非法集

资犯罪“百日会战”行动。在短
时间内，全市公安机关共清查
互联网金融、网络理财公司129
家，为后期控人控赃工作赢得
了先机，为“以案促稳”创造了
有利条件。

在打击非法集资涉众型经
济案件中，刘军和办案民警追
赃追逃的行踪遍布全国20多个
省132座城市，行程48万余公
里，调查资料组卷871卷17万余
页，为群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6
亿多元。

2009年至2011年三年时间
里，刘军作为主办侦查员，参与
侦破了被公安部誉为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0901”特大假币案，
仅从一个手机号码入手，历经2
年艰苦细致地摸排，先后奔波
于广东、河北、福建等地，于
2011年8月成功收网，抓获13名
犯罪嫌疑人，查获了能印制超
过10亿元假人民币的防伪烫金
纸，一举捣毁烫印伪造人民币
开窗安全线的生产窝点，查获
大量用于印制假人民币的防伪
烫金纸和制作工具，避免了10
亿元假币流入市场。

“倍感激动，备受鼓舞”，刘
军在得到“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殊荣后用八个字形容自己的心
情。刘军说，接下来会和战友们
一起加倍努力工作，用切实行
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颜雪 实习生 杨薇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刘军：

经济风险的“听风者”
百姓钱袋的“守护人”

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
立功集体表彰大会 5 月 25 日
上午在京举行，全国公安系统
982 个先进单位、1485 名先进
个人受到表彰。彭州市公安局
禁毒大队荣获“全国优秀公安
基层单位”。

毒品问题极易诱发违法犯
罪活动，对社会治安危害巨大。
为了解决“难管人”的问题，他
们开创性推出社区戒毒“三三”
工作机制，形成强大震撼力；为
了提升强制隔离戒毒裁决率，
他们在省内率先使用“黑科
技”，利用毛发检测新手段让隐
性吸毒者无处遁形；在对毒品
犯罪的打击方面，他们始终保
持严打高压态势……

五年来，彭州公安累计破
获 642 起案件，抓获涉毒违法
犯罪人员 7634 人，缴获毒品
153.4 千克、毒资 374.32 万元，
成功破获了部督“蔡某某生产
运输买卖制毒物品案”、省督

“赵某等人制造毒品案”等大要
案件29起。

今年7月是林某在彭州市
天彭街道社区戒毒（康复）工作
站按时“打卡”的第 31 个月。
2017年12月，他在朋友家中吸
食毒品被民警挡获，按照要求
进行社区戒毒，为期三年。

“现在就想活得踏实一点，
下定决心改掉。”林某第一次接
触毒品是在酒局上。在社区戒
毒的日子里，林某每一个月要
按时前往社区报到、尿检，每半

年进行一次毛发检测。现在，他
每天按时上班，下班后陪伴家
人。“很后悔，最担心的是怕影
响到孩子将来工作的选择。”他
说，自己会严格按照要求报到，

“现在搞‘三三制’，不敢侥幸。”
林某口中的“三三制”是彭

州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近年来在
对吸毒人员管控方面的一项开
创性举措——社区戒毒“三三”
工作机制。

“三三制”，即是三天一通
知、三天一告诫、三天定性严重
违反协议。“如果一名登记在册
的吸毒人员无故脱失，那么在
失联三天后，我们就会去他家
中上门通知；如果通知无效，脱
失六天后将上门进行告诫；还
不履行义务的，脱失九天后我
们即将其定性成严重违反协
议，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措
施。”天彭街道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站禁毒社工李蕾说，社区
戒毒“三三”工作机制给他们的
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

据了解，仅 2019 年，彭州
市历年失联、脱管吸毒人员主
动报到 144 人，脱失人员实现

“清零”目标，彻底解决了“难管
人”问题。目前，彭州全市社区
戒毒（康复）管控率达99%。

对于此次得奖，彭州市公
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表示，“荣
誉来自每一位民辅警，荣誉属
于每一位禁毒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
雪 实习生 杨薇

彭州公安禁毒大队：
创新推行“三三”工作机制

社区戒毒（康复）管控率达99%

刘军在工作中

禁毒宣传

成都市民在绿道骑行

“神鸡柱头”

北京长安街上的骑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