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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杭州、北京-成都，已成中国公路物流量
“东西主动脉”前两名；同时，承担“南北主动脉”的
线路前三分别是乌鲁木齐-成都、北京-杭州、哈尔
滨-成都。传化智联四川大区兼成都传化公路港总

经理俞顺红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7年，成都和苏州、上海、杭州、郑州等
城市成为中国货物流入流出的主要城市，承担了现代物流运输的重要枢纽功能。

据了解，“2017年度中国公路物流大数据报告”是传化智联首次发布类似年度数
据。传化网智能物流平台已积聚了全国近400万卡车司机会员，全年交易运单达到上
千万笔。通过大数据沉淀和分析，报告为物流行业和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一份独有的
价值依据和全新“注解”。

400万卡车司机的大数据
成都去年货物流入流出均居全国前三
传化智联2017年度中国公路物流大数据报告显示，成都已成中国现代物流运输重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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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 公 告

各位业主：我单位在成都市
金牛区蜀通街88号修建的经济
适用房项目已建设竣工，现已进
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公示内容
张贴于1栋(3号楼)处，公示时间
为2017年1月26日至2017年2月2日

特此公告
四川省戒毒管理局

2017年1月26日

●邛崃市文君街道厨房通生活超
市，发票领取登记薄遗失(号码为：
151018392510183MA6CQPX5X�
D001),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虎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发票代码：5100162320， 发票
号码：11688015、11688452、11688
517，特此声明。
●四川懒虫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合同专用章， 编号510105500973�
6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5147988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高收空调桌椅等

昨天，大盘在相对高位展开震
荡，沪指一度冲高至 3571.48 点，创
出新高，但最终还是下跌 11.16 点，
以 3548.31 点报收。沪指一跌，也终
结了1月16日以来的7连阳走势。

大盘的下跌，究竟意味着阶段性
调整的来临，还是多头主力部队的暂
时休整？

昨天市场的下跌，实际上是权重
指标股主动调整的结果。早上开盘后
不久，金融股率先下跌，工商银行最
大跌幅超过3%，建设银行最大跌幅
接近4%，中国银行跌幅也一度超过
3%。地产股也联动下跌，保利地产最
大跌幅超过6%，万科下跌超过5%。

大家都知道，这一波上涨行情，
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是金融和地产两
大板块。在我看来，银行股短期调整
一下，是很正常的，也非常有必要。

1月份以来，几家大盘银行股的
月涨幅一度超过20%，过于快速的上
涨，对于大盘上涨行情其实也是不利
的。如果要想牛市运行得长久，银行
股自然是不能涨得过快过猛。如果拉
升太快，大盘指数很快就可能陷入超
买状态，而且对于资金的消耗量也很
大。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们还能指
望这一轮上行行情能维持多长时间？

所以，短期金融、地产调整一下，
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经过调整之后，
相信包括海外资金在内的主力机构很
可能还会继续对金融股发起进攻。

权重股调整，创业板又一度成为
市场焦点。昨天上午，创业板指数一
度再次涨幅超过2%，并且突破年线
1835点的压制，最高冲高到1852.23
点。不过比较遗憾的是，随后创业板
市场也疲软下来，出现虎头蛇尾的走
势，最终还是以绿盘报收。

从收盘的情况来看，不管是权重
股，还是中小创，都出现了走弱的迹象。
前期热点纷纷降温，反而是一些冷门题
材逆势走强，比如黄金股、军工股等。

之所以题材炒作降温，与消息

面还是有一定关系。在道达号（微信
号：daoda1997）的早评文章中提及，
监管层再次表态，对于近期市场概
念炒作、市场操纵行为，证监会已有
所关注，监管层严密盯防各类异常
交易线索，对于可能存在的违法违
规行为严厉打击，投资者要遏制非
理性炒作，以价值投资参与市场交
易。或许，正是这一消息，也使得一
些热门题材股遭遇抛售。比如，前期
爆炒的华森制药昨遭遇跌停，连续
涨停的上海钢联也遭跌停，地产股
中的黑马泰禾集团大跌8.27%。

关于后市行情，我估计大盘可能
应该要短期休息一下吧。调整之后，
未来的行情会相对更健康一些。另
外，对于中期行情的判断，我也依然
坚持乐观。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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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盘终结七连阳 多头主力要休息了吗？

柜台最高可提供
25种货币兑换

中国银行一直以来都是国内知名
的外汇银行，不仅有着悠久的开办历
史，外币业务更是丰富，货币品种也很
齐备。

目前，中国银行柜台可提供多达
25 种货币兑换，包括阿联酋迪拉姆、
澳大利亚元、巴西里亚尔、加拿大元、
瑞士法郎、丹麦克朗、欧元、英镑、印尼
卢比、印度卢比、日元、韩国元、挪威克
朗、新西兰元、菲律宾比索、卢布、瑞典
克朗、新加坡元、泰国铢、土耳其里拉、
美元、南非兰特，以及中国香港的港
币、澳门的澳门元、台湾的新台币。

中行四川省分行相关人士表示，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不少
人都喜欢选择在这个时间带家人出
游，尤其是去一些比较温暖的地方，如
泰国、菲律宾等。而恰逢这个时候，去
银行换外币总显得额度有点紧张。

该人士称，为了方便居民春节出
游，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 520 家营业
网点已为大家准备了充足的泰铢、菲
律宾比索等热门小币种，充分保障客
户顺利兑换。不仅网点柜台，包括网上
银行、出国金融APP、自助终端、手机
银行、电话银行等均可办理，即便是周
末、节假日也可以。

线上一键预约
当日就可取现

前不久，杨先生去泰国旅游，需要
兑换一笔泰铢。他来到一家国有银行
营业网点，客户经理告诉他没有现钞，
需要填写个人信息进行书面预约，最
快也要第二天才能拿到钱。

如果杨先生去中国银行，境况或
许就不一样了。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获悉，中国银行
近日正式推出了线上预约系统，支持
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在线预约外币现
钞，最重要的是，客户当日预约，当天

就可以取得现钞，不必等到第二天。
中行四川省分行相关人士表示，

以前去网点兑换外币，老百姓总会遇
到“现钞不足”的情况，等于白跑一趟，
浪费了不少时间。中国银行的线上预
约系统上线后，你不再需要跑网点了，
动动手机，或是点点鼠标，坐在办公室
就能预约外币现钞，预约成功后，当天
就能去对应的营业网点办理取现，方
便又快捷。

该人士称，办理在线预约有三种
方式：1.登录中国银行官网预约；2.使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预约；3.扫描二
维码直接在线预约。据介绍，即便你暂
时还没开通中国银行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业务，在完善了个人信息后，都可
以通过以上方式预约。

【流程简便 操作简单】
网银或手机银行预约-提交预约

外币信息-提交预约人身份信息-预
约成功-持本人证件到指定网点办理
预约取现

【在线预约温馨提示】
1.每天预约开始时间为 8:00，预

约在当日营业终了前均可取消。
2.四川地区首批上线功能为“T+

0”模式，即支持当天预约，超过当日营
业时间未前往网点办理兑换的预约在
次日会被视为失效，需要重新预约。所
以，请一定提前留出当天办理的时间
哦！后续还会增加支持指定日取现功
能，增加更多币种、更多服务网点和服
务城市。

3.为了更好地为更多客户服务，3
个月内“已过期”或者“已取消”预约次
数超过一定范围的客户，将至少 3 个
月无法再使用网上预约现钞，所以请
大家合理规划安排。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去中行换外币
你可在线预约 当日取现

天气越来
越冷，春节越
来越近。忙碌
了一年的你，
是不是已经在
规划着去温暖
城市“零距离”
感受一下阳
光、海浪、沙
滩。成都商报
记者从中国银
行四川省分行
获悉，中国银
行近日正式推
出了线上预约
系统，支持手
机银行、网上
银行在线预约
外币现钞，最
重要的是，当
日预约，当天
可取，满足你
随时取用外币
现钞的需求。

春节各大主流快递均不放假
是否涨价以公告为准

距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快递春节
期间是否放假、涨价受到市民关注，成
都商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各大主流快递
企业，获悉春节各大快递均不放假，部
分快递企业将根据情况加收服务费。

1月25日，记者从顺丰、中通、韵
达、百世、京东处获悉，春节放假期间
各快递均不放假，同时将根据货量预
测来合理安排值班人员及值班运力。

就快递是否涨价一事，圆通、中
通、百世快递回应，按往年惯例一般不
会涨价，最终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
策。“具体是否涨价以公司最终的公告
为准。”圆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韵
达速递表示，春节是否收取服务费由
网点自行决定。顺丰则表示，针对春节
将酌情加收服务费，但具体收费标准
还没出来。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食物敲开“一带一路”大门 玩具类产生“最贵运单”
物流作为经济的晴雨表，这些贯穿

东西南北的货运路线，形成了中国经济
的大动脉。“来与往的哲学”，也对区域产
业结构、经济发展状况等有着映射和走
向预测的重要价值。

2017年，苏州、上海、成都、杭州、郑州
等城市成为货物流入流出的主要城市，承
担了现代物流运输的重要枢纽功能。成
都-杭州、北京-成都、昆明-杭州、上海-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杭州，成为“东西主
动脉”TOP5，2017年，从上海运往乌鲁木
齐的电视机就多达1266单，而乌鲁木齐的
特产河砂总共被运往杭州1667次。

承担“南北主动脉”的线路TOP5则
是乌鲁木齐-成都、北京-杭州、哈尔滨-
成都、杭州-沈阳及北京-福州，家具、布

料、食品、汽配品类等在这些动脉中流通
频繁。杭州地区的布料、贵阳的酒水、景
德镇的地砖建材、日照的水果、呼和浩特
的煤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金名片”，
报告中的区域热门货源也是对当地产业
结构与区域特色的展现。

在“一带一路”倡议被热议的这一年，
食品、药品和书籍排在“一带一路”上运输
品类的前三，看来“物质食粮”和“精神食
粮”成了打开无国界交流大门的“先行军”。

“剁手族”最多的城市是哪里？从报
告中双11城市活跃指数来看，杭州、成都
两地遥遥领先。而2017年全年最贵的运
单则产生在玩具这一品类中，这笔运单
高达6.5万余元，可见，为祖国下一代“剁
手”的家长购买力不容小觑。

报告对货运司机这一公路上的“游
牧民族”，从地域、年龄、星座、消费行为、
阅读习惯等做了全面剖析。

从城市来看，安徽、河南、山东三地
司机数量名列前茅，“北方汉子”显然更
倾向于这个常年在路上的职业。

按年龄划分，70后和80后是货车司
机群体的主力军，而越来越多的90后从
业者正在加入这支队伍，占8.6%。

从性别分布来看，女性从业者在公
路货运这一领域还不普遍，女性司机仅
占3%。司机性别地域差异也较为显著，榜
单显示，青海的女性司机比例达到39%，
上海、宁夏、江西三地的这一比例也在

20%上下，远超其他省份。
而在星座分布上，善于交谈的天秤

座、温和细心的双鱼座、待人友善的水瓶
座位列司机星座TOP3。有意思的是，榜单
中还有对司机常用名的统计，单名中带

“强”、“军”、“勇”、“伟”等字的司机均超过
5000名，成为“老司机基因”的“检测器”。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对司机消费和阅
读习惯也做了调查。传化智联数据显示：汽
车后市场服务占司机日常消费总支出的一
半。工作之余，物流资讯、曝光维权及娱乐
杂谈类信息是货运人最感兴趣的话题。无
论是消费还是信息浏览，都与其所从事的
工作紧密相关。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吴丹若

北方汉子是司机主力 日常花费超一半在汽车上

新年以来金价上涨4.5%
蓉城小规格投资金条缺货

进入 2018 年后黄金突然而来的
一波行情，让投资者和黄金企业都有
点措手不及。

受美元大幅走软影响，周三晚间
国际金价大涨19.6美元，昨日国际金
价继续发力，一举站上 1360 关口至
1363.9美元/盎司，刷新2016年8月18
日以来最高收盘价。进入 2018 年以
来，国际金价短短18个交易日涨幅已
达到4.5%。

黄金的一波行情，吸引了不少投
资者目光，昨日记者走访成都多家金
店发现，意外到来的上涨行情和春节
临近，令投资金条销量上涨，但由于金
店备货不足，市场中10克、20克左右
小规格投资金条已然缺货。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国际金价上
涨，但本地金价相对稳定，黄金饰品的
价格在338~368元/克，投资金条的售
价在292元/克左右。不过记者从多家出
售投资金条的金店了解到，由于销量上
升和备货不足，小规格投资金条缺货。

一位不愿具名的金店负责人告诉
记者，一方面，投资金条与基础金价挂
钩，不附加工费，利润并不高，厂商更
愿意销售工艺金条和饰品，因此备货
并不多。另一方面，去年国际金价虽然
上涨12%左右，但由于人民币对美元
升值，国内金价整体变化不大，投资者
需求不旺。“今年金价大涨，需求一下
子上来了，就造成近期缺货的感觉。”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数据来源：传化智联智能物流大数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