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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购

▲九堡搬家13754315471优

搬家家政厂房转让/出售
位于诸暨市城西工业区，越都路
建筑面积 32000m2，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捷，有意者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5858213355杜
诸暨市暨阳街道城东路，建筑
面积 4411m2，转让或出租，价
格 面 议 ， 联 系 电 话
15858213355杜

祝 建 强 遗 失 残 疾 证
33010219630911061462声明作废。
祝 建 强 遗 失 残 疾 证
33010219630911061462声明作废。

遗失滨江消防中队鲍英涛士兵
证号码为：浙消字第 10011507
号；江瑜士兵证号码为：浙消字
第 10011863 号；黄伟士兵证号
码为：浙消字第 10011772 号声
明作废

杭州萧山瓜沥潘灵芝水果批发
部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 失
杭州江南水乡建材有限公司注

销公告：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

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公 告

刘冠龙遗失低压电工特种作业
证 T410425198711025530 声 明
作废。

遗失声明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编 号 为（2014）
B472的余杭区建设行业农民工
工资支付保证金缴存卡，声明
作废。

分类广告 订版热线：0571-85311120 85310536 网络版:www.qjwb.com.cn

蔡 信 龙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33012519761129155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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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鸡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昨天A股大盘以3185点收盘，仅比猴年3159点的收盘点位小涨26点，涨

幅 0.82%；创业板指数昨天收盘 1648 点，比猴年收盘点位下跌了 12.62%；中小板指数则上涨了 11.24%。

预计春节假期前一天，大盘波动幅度不会很大。

鸡年股市今天收官，江南嘉捷最牛，ST保千里跌得最惨

4只浙股股价翻倍，华友钴业居首
本报记者 王燕平

钱哥私募沙龙
扫一扫二维码
了解私募操盘

本报讯 春节长假即将来临，你家的年货菜品备好了吗？

据杭州市物价局发布的消息，春节前夕杭州节日市场供应充

裕，品种丰富，价格基本平稳。

钱江晚报记者从批发市场了解到，当前杭州蔬菜批发有

限公司日成交量稳定在1500吨左右，价格总体平稳，萝卜、土

豆、包心菜等个别品种价格下跌；粮油批发交易因市场备货充

足、外地商户返乡导致大宗成交下滑约五成，交易比较清淡，

但市场供应无虞，价格基本稳定。

从各大超市、农贸市场情况来看，现已进入年货采购高

峰，香烟、酒水、饮料、干货等购销两旺，农副产品交易活跃，价

格小有上涨。

上周杭州市“菜篮子”零售价格小幅上涨0.4%，五大类中

水产品、蔬菜、肉禽分别上涨 0.8%、0.6%、0.2%，蛋类下跌

0.3%，豆制品价格稳定。具体品种中，猪肋条肉、河虾、茄子

农贸市场均价分别为 16.38 元（每斤，下同）、76.43 元、8.0 元，

相比前一周分别上涨 0.8%、2.4%、10.5%；青菜、大白菜、包心

菜均价分别为 3.17 元、1.88 元、2.66 元，相比前一周分别下跌

7.2%、7.3%、7.0%。

根据市场反馈，春节临近，各类年货、农副产品集中采购

也将进入尾声，约有 10%左右的外地商户将返乡过年，对市

场供应影响不大，加上近期杭州气候条件较为有利，杭州市物

价局总体判断，春节前杭州农副产品市场仍将维持物丰价稳

的状态。 本报记者 高佳晨 通讯员 吴佳

杭州节前
农副产品价稳物丰

本报讯 春节长假去香港澳门玩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赴澳门

旅游购物也是热点，昨天，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澳

门消费者委员会共同发布赴澳旅游“消费锦囊”，值得收藏。

“消费锦囊”提示，餐饮消费时注意计价单位和调价情

况。澳门部份餐饮场所会向消费者收取“加一”（百分之十）服

务费及百分之五“旅游税”，法定节假日期间各类餐厅食肆或

会收取额外的附加费。

“诚信店”优质标认计划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消费者委

员会与中国全联旅游业商会共同发出的认可标志。对于消费

者的不满或投诉商家会尽快做出响应和处理。“诚信店”商号

会在显眼处贴有特定标志，标志的年份必需是当年年份，商号

资格才会被确认。消费者可通过浏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消

委会网页的“诚信店”专区或关注澳门消委会微信公众号找到

“诚信店”商号。

此外，澳门消委会已与内地40多个省市消协（消保委）以

及中国全联旅游业商会结盟签署合作协议，制定了便捷的处

理机制。内地消费者如在澳门发生消费争议，只需准备好发

票、佐证资料、申诉说明和索偿要求等相关资料向中国全联或

所在地的消协（消保委）提出投诉即可，无需特意前往澳门投

诉。 通讯员 谢恬 本报记者 马焱

澳门游“消费锦囊”
请你收藏好

本报讯 滴滴顺风车公布了今年春运首

个10天（2月1日~2月10日）的数据。从2月

2 日春运刚开始，跨城出行人数就出现了明

显的增长，在2月9日达到了峰值，有将近80

万的人搭乘顺风车赶在回家的路上。

数据透露，春运前 10 天已经有 758 万人

乘坐顺风车返家。这一数据接近了滴滴顺风

车在2017年春运期间843万的运送人次数，

相当于增开了 11347 辆 8 节动车组或者 4.2

万架波音737客机。

在春运前 10 天产生的顺风车出发订单

中，成都排名第一，深圳、东莞、广州、泉州、惠

州、佛山、合肥、福州、郑州等城市也位列热门

出发地前十。位于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廊坊、

石家庄等城市的出行人数紧随其后。

数据显示，大部分顺风车旅途距离在 30

公里~100 公里之间，大概行驶时间范围为 1

小时到 4 小时之间，占到了春运 10 天订单的

51%。目前已出行的订单中，最远的一单是

从宁波到楚雄州，距离长达2400多公里。

春运前10天，从杭州出发的已完成订单

中，最远的一单是从杭州到曲靖，距离长达

2000 多公里。从杭州出发的热门目的地前

三名依次是：绍兴、嘉兴、湖州。

另一个有趣的数据是，春运前 10 天，共

计运送了 12 万只宠物。喵星人和汪星人也

可以跟主人回家过年了。

本报记者 陈婕

春运前10天，758万人坐顺风车回家

江南嘉捷涨4倍多
酒类股表现抢眼

同花顺 iFinD 统计显示，剔除上市不到

一年的次新股，到昨天为止，鸡年股市中，表

现最好的是被三六零借壳的江南嘉捷，涨幅

超过 4 倍。股价翻倍的个股共 32 只，其中

“方大系”的方大炭素和方大特钢表现抢眼，

涨幅分别超过两倍和一倍。腾讯入股的永辉

超市涨103%。

酒类股表现突出。鸡年股市中，涨幅最

大的酒类股不是龙头贵州茅台，而是水井坊

和山西汾酒，涨幅分别为 144%和 143%，贵

州茅台以 111%的涨幅屈居第三，五粮液涨

108%。也就是说，股价翻倍的32只个股中，

酒类股独占4只。另外，涨幅30%以上、一倍

以下的个股182只。

鸡年股价上涨的个股为 553 只，占比不

到 18%。一批蓝筹股表现出色，除了贵州茅

台、五粮液，像海康威视涨 130%，格力电器

涨 119%，青岛海尔、美的集团涨幅均超过九

成，中国平安涨 89%。中国神华、保利地产、

中国国航等涨幅也达到七成左右。

鸡年表现最惨的个股是 ST 保千里、ST

中安和 ST 上普，跌幅均超过八成，其中 ST

保千里跌幅达到 83.68%。跌幅在 30%以上

的个股共 1417 只，占交易个股的 46%，接近

一半。其中股价被腰斩以上的就有 389 只，

可谓惨不忍睹。乐视网、中潜股份、永和智控

等13只个股跌幅在七成以上。

4只浙股股价翻倍
53只浙股被腰斩

剔除次新股，截止到昨天，335 只浙股

中，鸡年股价上涨的 63 只，占比 18.81%，略

好于整个 A 股。其中股价翻倍以上的浙股 4

只，分别是华友钴业、士兰微、海康威视和新

和成。其中华友钴业上涨 149%，在整个 A

股中位居涨幅榜第 9 位；士兰微和海康威视

分别以 131%和 130%的涨幅位居第 15 位和

第16位。

此外，大华股份以92.5%的涨幅位居浙股

涨幅榜第五位，三花智控和中国巨石涨幅也均

超过八成。涨幅超过三成的浙股共28只。

有53只浙股股价被腰斩以上，其中包括

负面消息不断的莎普爱思，2016年的大牛股

三江购物、浙江世宝。有 4 只浙股跌幅超过

七成，分别是永和智控、ST 圣莱、祥源文化

（原名万家文化）、GQY视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