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斐讯智慧工厂入渝
将让你的家居变得更“聪明”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严薇

超市最便宜的鸡蛋已涨至近6元/斤
曾经不到4元/斤的鸡蛋已难觅踪迹

蛋价两月内悄然翻倍蛋价两月内悄然翻倍
“火箭蛋”又要回来了

市民一次购买500万元国债 稳收益理财成闲资“避风港”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见习记者 胡维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郭欣欣
实习生 邹丽

财经/微悦读
2017年8月7日 星期一 主编 刘凤羽 版式 秦刚 肖遵怡 图编 任琦 王小村 校对 陈华

A04

重庆商报讯 和英特尔一起造“芯”
的斐讯要来重庆设基地了。8月6日，记
者从两江新区获悉，斐讯重庆智慧工厂
于近日正式在两江新区水土高新产业园
开工，将致力于“智慧家庭”全系列产品。

斐讯重庆智慧工厂是一家集研发、制
造、销售于一体，致力于向客户提供移动
终端、数据通信、云计算等技术设备及整
体解决方案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其全球总部位于中国上海，在欧洲、
美洲等设有多家分支机构，并在德国、美
国设有研发基地。目前已成长为年销售
规模超过100亿元的中国电子信息100
强公司，其电信网络产品、技术服务和解
决方案及智能终端已遍布全球多个国家
和地区。就连英特尔都是它的合作伙伴。

斐讯重庆智慧工厂项目将分两阶段
投资建设。第一阶段将投资约1.2亿，将
生产斐讯“智慧家庭”全系列产品，达产
后实现年产值近10亿元，解决本地就业
300人。第二阶段将正式进驻两江新区
水土高新产业园的中德产业园区，打造
斐讯在重庆的永久性智慧工厂。其第二
阶段投资约 8亿元，达产后实现年产值
近40亿元，解决本地600人就业。

斐讯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斐讯此
次落户重庆工厂，致力于打造其在西南
片区全新的“高效率”工厂。下一步，斐
讯重庆项目将吸引上下游全产业链在渝
布局、发展。据市场机构估计，到 2020
年，智能市场规模将超过2000亿美元，
我国智慧家庭潜在市场规模约为5.8 万
亿元，发展空间巨大。

据新华社电 进入2017年以来香港
股市表现抢眼，截至目前恒生指数年内
涨幅已经超过两成，远远跑赢A股主要
股指。这也让内地基金市场上的沪港深
主题基金从中受益。

今年以来恒生指数呈现震荡上扬格
局，并于8月2日创下27747.35点的年内
新高。截至 4 日收盘，恒指报 27562.68
点，年内涨幅高达 25.28%，远远跑赢内
地股市主要指数。

作为内地基金市场的“热门”主题，沪
港深基金从香港股市的强劲表现中显著
受益。有统计显示，今年新成立的30只沪
港深基金大部分表现优异，16家基金公司
的管理业绩均值超过12%。其中，成立于
1月25日的博时沪港深价值优选基金截
至8月2日已实现15.21%的累计收益，最
近一个月涨幅超过一成。跟踪“沪港通”
开闸后首只跨市场基本面指数的浦银沪
港深基本面指数基金（LOF）成立于4月
27日，最近3个月回报也接近7%。

市场打望
蛋价悄然上涨

“原来3块多一斤的鸡蛋，现
在哪里还买得到嘛？”在鲁能星城
人人乐，正在挑选鸡蛋的李先生
告诉记者，6月中旬以前，每斤不
到4元的鸡蛋在周边超市随处可
见，但现在能买到的最便宜鸡蛋
也要每斤5.6元左右，普遍都在每
斤6元以上了。

8月 6日，记者走访重百、永
辉、人人乐等多家超市发现，目前
超市内最便宜的鸡蛋价格已突破
5.5 元/斤。其中，重百超市湖晔
乡村蛋每斤单价5.58 元、人人乐
超市土家蛋每斤单价5.98元。

记者仅在龙头寺附近一家超
市内发现少量标价为每斤3.58元
的鸡蛋，不过销售人员透露：“这些
蛋存放太久，仅剩最后一点，再卖不
掉就要坏了，所以价格才这么低。”

永辉超市狮子坪店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该超市内的鸡
蛋每斤单价基本都在 5元以上，
价格比较稳定。

记者在重庆农业农村信息网
查询最新行情获悉，8月 4日，九
龙坡太慈农贸市场鸡场鸡蛋批发
价也已达到每斤5元。

涨价原因
蛋量减少蛋价回暖

据夏真富重庆富源生态牧业
养殖场的负责人介绍，目前白壳
蛋的批发价格为每斤 3.8 元~4
元，较今年 5 月每斤 2.3 元的价
格，上涨了接近43%。

记者了解到，鸡蛋价格最低谷
出现在今年6月12日，批发价为每
斤 1.95 元，低于成本价多达 0.4
元。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鸡蛋批
发价格就出现“翻番“，那么，鸡蛋
得以“屌丝逆袭”的原因是什么呢？

夏真富分析，主要还是供需
逐渐平衡。他介绍，上半年鸡蛋
行情异常低迷，禽蛋养殖户基本
都是亏着卖，日亏数千元的不在
少数，养殖户们不得不通过卖鸡
来弥补亏空，甚至很多养殖户迫
于压力无奈关闭了养殖场。

“我已经卖了3万只鸡，目前
还剩 5 万只左右，没办法，亏不
起。而据我了解，仅丰都就关了四
五家养殖场，全市范围内选择关门
的总量可能不在少数。”夏真富坦
言，养殖户变少、蛋鸡变少，进入市
场的鸡蛋数量自然就减少了，如此
就改变了今年上半年供需失衡的
状态，价格也就“上来了”。

夏真富的分析并不是空穴来
风。据相关数据显示，养殖户受
亏损影响，今年全国 1~6月补栏
合计仅3.4亿只，较去年同期相比
降低30%；今年6月，全国蛋鸡总
存栏量为12.56亿只，较5月减少
1.9%，同比减少17.65%。

在长寿某禽蛋养殖场，一位
不愿具名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夏
季高温也会导致鸡蛋产量下降，
据其多年统计看，夏季产蛋量较
冬季会降低5%~10%。

未来走势
9月、10月可能还会涨

那么，目前的鸡蛋价格算是

到顶了吗？夏真富告诉记者，
可能不会，因为按经验，每年的
9月、10月及春节鸡蛋价格都会
上涨。他介绍，9 月学校集中开
学，会有大量的食材需求，鸡蛋
会成为这个时期学校食堂的选
择重点，需求量会迅速加大。
同时，10 月集中了国庆节和中
秋节两个节庆，鸡蛋将成为餐
饮行业、月饼制作的食材而被
大量采购。“需求大了，价格自
然也会跟着高起来。如果按现
在的行情持续发展下去，有望
将上半年的亏空弥补起来。”夏
真富说。

但重庆某大型超市负责人
分析，今年鸡蛋价格已经持续
低迷半年之久，在一定程度上
给消费者形成鸡蛋价格 3~4 元
的潜意识，价格的陡然上涨反
而会导致鸡蛋滞销，从而再次
拉低鸡蛋价格，形成一个恶性
循环。零售商和禽蛋养殖户也
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鸡蛋
零售价将会控制在消费者可接
受的范围之内。

重庆商报讯 今年上半年，
储蓄国债发行利率连续两次上
调，受到稳健型投资者热捧。记
者从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了解
到，今年上半年，储蓄国债的发售

刷新了我市发行的两项历史纪
录，3 月诞生了我市有史以来凭
证式国债单笔最大销售金额——
500万元，4月全市共发行储蓄国
债 6.88 亿元，创重庆市单月国债
发行额历史新高。

中国光大银行重庆分行售
出我市有史以来单笔金额最大

的 凭 证 式 国 债——500 万 元 。
营管部方面介绍，该单被一女士
买走。去年以来每期国债发行
时，她都要去银行抢购，但由于

“下手慢”，一直未能买到充足
金额。这次，她专程提前一天住
在银行网点旁的酒店，一早到该
行买到 5 年期储蓄国债（凭证

式）500万元。
据统计，上半年以来，全市兑

付历年到期储蓄国债 7期，累计
金额 17.25 亿元，与去年同期持
平。其中，凭证式国债3期、金额
7.07 亿元，储蓄国债（电子式）4
期、金额10.18亿元。

银行分析人士指出，目前股

市震荡、楼市低迷，作为稳收益的
国债逐渐成为闲散资金的“避风
港”。“保守理财，国债自然是最适
合的。”在一家营销代理公司上班
的黄先生坚定看淡股市，由于在
持续调整行情中他已经亏损了近
30万元，打算买点国债保底，“先
避避风头。”

恒指年内涨逾两成
沪港深基金从中受益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严薇

“黑云压城城欲
摧，柳暗花明又一
村。”这看似胡乱拼
凑的句子，用来形容
鸡蛋市场里消费者
和生产商的心情却
再好不过。今年 7
月下旬至8月初，超
市里最便宜的鸡蛋
价格已经悄然上涨
至每斤近6元，两个
月前每斤不到 4 元
的 鸡 蛋 已 难 觅 踪
迹。而多位禽类养
殖人士预计，接下来
的 9月、10月，鸡蛋
价格可能还会持续
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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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注今日

居住证制度全覆盖将于年内实现

机器能做阅读理解！中国团队夺得国际顶级赛事冠军

美军“鱼鹰”坠海

3人失踪
美国军方一架从“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

击舰上起飞的“鱼鹰”运输机，5日在澳大利
亚东海岸附近坠海，23人获救、3人失踪。美
国海军陆战队6日宣布，已中止搜救行动，这
标志着3名失踪人员几无生还可能。从事故
发生到搜救中止经过了大约23个小时。

美国巴尔的摩的小目标

72小时无凶杀案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距华盛顿仅

60公里，却是凶杀案频发的“战场”，仅今年
前7月就有逾200人被杀，几乎每天有人死
于凶杀案。这里的民众为自己定下一个小
目标：本月4日到6日这72小时内，希望他
们的城市不发生凶杀案。

英媒：英国“脱欧”费用
最多470亿美元

英媒5日报道，英国为“脱欧”可最高支付
360 亿英镑（约合 470 亿美元）。此前有媒体
称，欧盟已将英国“脱欧”费用从640亿美元提
高到1090亿美元。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
戴维斯表示，如果欧盟坚持巨额费用，英国将
退出“脱欧”谈判。

尼日利亚教堂遭袭

26人伤亡
6日早上 6点左右，一名不明身份武装分

子冲向尼日利亚东南部阿南布拉州一教堂，打
死一人后向人群疯狂开枪，造成8人死亡，另
有18人受伤。据了解，当时有100多人在教堂
内。目前，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据新华社

与与养健康 生

方糖大小厨房海绵
即藏540亿个细菌

记者6日从公安部获悉，今年年内实
现居住证制度全覆盖。目前，29个省区市
已出台居住证制度实施办法，全国共发放
居住证4357万张，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
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基本建立。

公安部日前召开全国治安系统视频
会，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会上强调，各地
公安机关要全力推进调整完善户口迁移
政策、加快实现居住证制度全覆盖、全面
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问题、做好居民身

份证异地受理工作以及全面清查核销死
亡人员未销户口工作等五项重点任务。

按照公安部部署，各地要把推进实
施居住证制度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抓紧抓好，确保年内实现全覆盖，不仅
要 覆 盖 到 大 中 城 市 ，也 要 覆 盖 到 县
（市），同时，切实保障国家规定的基本
公共服务和便利全覆盖，确保兑现承
诺，取信于民。

据了解，今年是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

问题的攻坚年，各地公安机关要全面落实
疑难户口落户政策，确保年底前基本解决
这一问题。今年 7月 1日，全国所有县
（市）已全部启动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工
作，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办证效
率，真正实现群众不再为办证来回奔波。

此外，为进一步深化户口登记管理
清理整顿，公安部决定用半年时间深入
开展死亡人员户口注销工作，力争年底
前基本解决死亡人员未注销户口问题。

早早知生活 道

西藏旅游“一票难求”拉萨到重庆等地车票售空
眼下，正值西藏旅游高峰期，进藏游

客大幅增加，进出藏火车票、机票紧俏，
一些热点线路“一票难求”。

每年5月至 10月是西藏旅游旺季，
进藏游客较多。特别是暑假期间，进藏
旅游集中。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仅拉萨
市就累计接待国内外旅游者385.98万人
次，同比增长18.21％。

记者5日在拉萨火车站售票大厅看
到有近百人的队伍在排队购票，不少人
被告知要买的车票售罄。前来取票的林
女士说道，她提前了20多天才买到从拉
萨到上海的火车票。

记者登录售票网站查询后，发现未来
20多天内拉萨到北京的软、硬卧车票都已

售完，仅剩少量硬座车票。拉萨到上海、成
都、重庆的各类型车票也已基本售空。不
仅是出藏的火车票紧张，从北京、成都、上
海等地入藏的火车票大多也被抢购一空。

除了火车票，进出藏的飞机票也不
宽余。记者在网上查询发现，未来近一
个月内拉萨至北京的直飞机票基本为全
价票，即使有打折，折扣也很低。另外拉
萨到重庆、成都、西安的机票也十分紧
张，余票较少。

进入8月份，随着赛马节、珠峰文化
节、拉萨雪顿节等西藏特色节庆活动的
开展，还将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到西藏
旅游，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最好提前安排
行程，及时购买进出藏火车票、机票。

近日，由斯坦福大学发起的SQuAD
（Stanford Question Answering Da-
taset）挑战赛榜单更新成绩。在这一机
器阅读理解领域的国际顶级赛事中，科
大讯飞与哈工大联合实验室（HFL）提交
的系统模型在来自全球学术界和产业界
的研究团队中夺得第一名。

这是记者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获
悉的。“机器阅读理解的背后是对知识的理
解、推理与表示，是人工智能在认知方面接
近人类的重要突破口，因此该赛事成为各
家主流科技研究团队的逐鹿之地。”科大讯

飞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王士进表示。
SQuAD 挑战赛通过众包的方式构

建了一个包含 10万个问题的机器阅读
理解“题库”，由人工标注者提出并回
答。参赛者提交的系统模型需要在阅读
文章后，用词、词组或句子回答问题，然
后与人工标注的答案比对，最终得到精
确匹配和模糊匹配的结果。

由于竞争激烈，SQuAD平台自去年
推出后，挑战赛的榜单不断被刷新。这次
哈工大讯飞联合实验室取得了精确匹配
77.845%和模糊匹配85.297%的成绩，刷

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创造的记录。
据了解，夺冠模型为“基于交互式层

叠注意力模型”，最大的特点在于可以通
过“自发学习”的方式找到问题对应原文
的片段。

“我们的模型可以根据给定的问题
对篇章进行多次过滤，同时根据已经被
过滤的文章进一步筛选出问题中的关键
提问点。也就是说，不只从问题到篇章，
也从篇章到问题，交互式地逐步精确答
案的范围，这是与其他参赛队伍最为不
同的特点。”王士进说。

与与新科技 知

你家的厨房够干净吗？先前有研究显
示，厨房的细菌可能比卫生间还多。德国研
究人员从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些家庭匿名选
取了 14块不同的厨房海绵，从中提取 28份
DNA样本。经DNA测序，研究人员供发现
118种细菌，仅是方糖大小的厨房海绵上就
携带540亿个细菌，其中大多数是变形菌，包
括能导致人感染霍乱、伤寒、疫病或食物中毒
的病菌。

研究人员在英国《科学报告》杂志上发表
报告说，由于厨房海绵多孔又吸水，成为理想
的细菌滋生场所。它们不仅是细菌的“储藏
库”，还因为接触不同表面而成为细菌的散播
器，可能造成手与食物交叉感染。

他们还发现，微波炉加热、煮沸等常规清
洁办法并不足以消灭海绵上的细菌。他们建
议经常更换厨房海绵，“大约一周一次”。

■英国顶尖大学“偏爱”海外学生 英国拥
有不少享誉世界的著名大学，每年吸引大量海
外莘莘学子就读，其中不乏中国留学生。英国
媒体6日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英国顶尖大学
似乎“歧视”本土学生，更加偏爱招收海外学生，
而原因可能是海外学生交的学费更多。

■黑龙江6座水库超汛限水位 呼兰河
等河流上涨较快 受局地大到暴雨影响，沙兰
河、呼兰河、通肯河等中小河流水位上涨较快，
黑龙江省 6 座水库超汛限水位 0.5 米以上运
行。记者 6 日从黑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
解到，5 日 8 时至 6 日 8 时，五常市、通河县、宁
安市、勃利县、海伦市、庆安县、爱辉区、嫩江
县、呼玛县、塔河县等地局部降大到暴雨。

日前揭晓的“2017 台北夜市打牙祭”网
络票选台北夜市十大美食结果中，臭豆腐最
受饕客青睐。由台北市市场处举办的这一活
动，让民众透过网络票选，从33种具有代表
性的夜市食物中，选出十大最受欢迎的美
食。十大最受欢迎的美食分别为臭豆腐、蚵
仔煎、鸡排、咸酥鸡、珍珠奶茶、地瓜球、药炖
排骨、豆花、大肠蚵仔面线、夜市牛排。

台湾的臭豆腐据说是由当年湖南籍老兵
从大陆带来，后来经不断改良逐渐形成今天
的风味。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空运先遣组两

架直升机 5 日安全飞抵苏丹西部达尔富尔任
务区法希尔机场。这两架直升机搭载 15 名
官兵、约 2 吨物资装备，从苏丹喀土穆国际机
场起飞，经过 4 个小时、近 900 公里的飞行安
全抵达目的地。

按计划，空运先遣组其余官兵将搭乘另
外两架直升机于近期飞抵任务区。空运先遣
组与营建先遣组会合后，将接受联合国和非
洲联盟驻达尔富尔特派团（联非达团）指挥，
执行空中巡逻、战场侦察、人员输送、伤员转
运、物资运输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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