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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指数齐飘红 预制菜多股涨停

用气消防安全排查
确保辖区稳定

为进一步加强宗教活动场所安全
管理工作，切实消除安全隐患，1月9
日、10日，大渡口区建胜镇政法委员周
奇仕、统战委员柏雯分别带队检查了
民胜村松家沟观音寺的消防安全、用
气安全工作。

此次重点对观音寺的消防器材是
否完善、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
通、疫情防控是否到位、安全责任制度
是否落实以及明火、用电、用气情况是
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检查，确保疫情期间宗教活动场所
各项工作安全稳定开展。检查组要
求，要切实履行疫情防控的主体责
任，明确疫情防控工作的目标任务，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守牢防疫安全底线。
坚持防火、用气、用电巡查检查工作，杜
绝麻痹大意，全面排查安全隐患，为维
护社会安全稳定做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为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
落实，近日，大渡口区建胜镇开展了新
一轮“拉网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行动。

1月9日上午，建胜镇分行业分领
域集中召开专题会议落实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行动，聚焦燃气油气、道路
交通、危险化学品、消防、自然灾害防
治等重点领域。特别是对辖内机关、
学校、企业、商场、餐饮酒店、居民小区
等所有涉及燃气经营、输送、使用的单
位和场所，开展全链条、全过程、全覆
盖、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其间，共排
查131个门店（点位），发现隐患12处，
均按相关要求落实整改措施。同时，
建立风险隐患详细台账，一条一条落
实整改，全面堵塞安全漏洞。针对竹
园小区存在燃气管道泄漏，联系燃气
公司上门检测，已排查1100余户，存
在漏气25户已现场进行处理。

大排查大整治确保安全生产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广告

创新教育工作两教师获奖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通讯员 许钦威

数据显示，2021年，CPI月度同比涨幅均低于
3%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11月份涨幅为全年最高，
达2.3%，12月份涨幅回落至1.5%。

去年10月份以来，受季节性、雨水等多重因素
影响，蔬菜价格涨幅明显。“但由于猪肉价格下降，
2021年食品价格同比涨幅大幅回落，拉动CPI全
年涨幅收窄。”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晓
东分析。

2021年物价总体稳定在合理区间，离不开政
策支持。国家加大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力度，
部署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防止价格
大起大落影响基本民生。针对煤炭、铁矿石等
大宗商品价格异常波动，有关部门果断出手，及
时采取供需双向调节、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预
期引导等措施，有力促进了价格回归合理区间。

“2021年，面对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
大宗商品供需失衡的复杂环境，我国物价
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与全球物价明显上
行形成鲜明对比，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的
强大韧性，展示了国家保供稳价措施的
良好成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
形势研究室主任郭丽岩说。

昨天A股终于雄起了，超3300只个股上
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84%报3597.43点，深
成指涨1.39%，创业板指涨2.64%；两市合计成
交10611亿元，北向资金净买入70.18亿元。

赛道股纷纷大涨

今年前6个交易日，A股的新能源汽车
赛道累计蒸发市值超5000亿元，成为A股
调整幅度最大的板块，板块龙头宁德时代
年内跌幅超8.7%，总市值蒸发超千亿。宁
德时代昨天终于迎来反弹，收涨逾5%，报
565.04元，8个交易日来首次收涨，最新总
市值13170亿元，成交额超百亿。

针对近期板块调整，安信证券认为主
要是交易、跨年风格等资金面行为，而非基
本面变化；中长期角度，锂电“依旧是最好
的投资赛道”，建议关注具备全球竞争力、
市占率有望提升的细分行业龙头，以及以
磷酸铁锂和高镍为代表的高增速赛道；还
有相对供需仍然紧张的中游材料环节。

预制菜多股涨停

要说昨天市场最牛的板块，不是新能

源，而是预制菜板块！盖世食品、国联水
产、西安饮食等多股涨停。

所谓预制菜、半成品菜，是指已经在工
厂搭配好了的菜式，然后采取冷冻或真空
包装保存，消费者购买回来后只需要加热，
或通过预制菜包装里的料包组合进行简单
的烹饪。

山西证券认为，“懒宅经济”推动预制
菜行业高速发展。我国居民家庭越来越依
赖食物工业化生产和社会化供应。预制菜
简化繁琐买菜、洗菜、切菜、烹制步骤，融合
品质、营养和口感，迎合快节奏生活下年轻
消费群体生活方式。2021年中国预制菜空
间规模预计达到 3400 亿元，同比增长
18%。未来3~5年我国预制菜行业有望成
为下一个万亿餐饮市场。

■后市
市场赚钱效应较弱
控制仓位均衡配置

中信建投表示，2021年底-2022年国
内市场至少有37款新电动车型上市，中端
纯电车型主打智能化、性价比和个性化，高
端车型硬件配置大幅升级，长续航快充主

导电池技术。产业链来看，国内锂电供应
链加速扩产，2021年各环节产能环比均+
40%以上，主导全球供应，具备走向全球的
可能。看好扩产迅速、市占率较高的锂电
产业链龙头企业。

中原证券表示，
当前领涨热点继续
快速轮动，市场赚钱
效应较弱，投资者持
币 观 望 的 心 态 较
重。建议投资者保
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控制仓位，均衡配
置。预计沪指短线
小幅震荡的可能性
较大，创业板市场短
线小幅整理可能较
大。我们建议投资
者短线关注工程建
设、水泥建材、医药、
化肥以及有色金属
等行业的投资机会，
中线继续关注低估
值蓝筹股的投资机
会。 本报综合

国家统计局1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涨0.9%，低于全年3%左右的预期目标。专家分析，2022
年物价或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具有较好支撑。

春节临近，确保节
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足、
物价平稳至关重要。记
者了解到，各地区各部门
正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重
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针对留沪过年市民增
多的趋势，上海全市菜场超
市、生鲜平台、批发市场等保
供企业已早早准备，并制定
了周密的应急预案。

上海蔬菜集团有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集团已重点对接
海南、广西、云南、福建、山东等
地基地，提前做好黄瓜、西红柿、
土豆、萝卜等大宗蔬菜品种的货
源组织，保障市场供应充足。

“春节不打烊，美团买菜将持
续供应超4000种商品，全力保证
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尤其在深圳，
加大了相关站点的商品供给力度，
增加配送车辆与配送频次，目前库
存充足，供给稳定。”美团买菜有关负
责人说。

物价走势受供求影响较大。从当
前供给基本面看，粮食、蔬菜、猪肉等
民生商品供应充足，春节期间价格不存
在大幅上涨基础。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
刘涵表示，2021年我国粮食再获丰收，当
前粮食库存保持高位，米面油加工和应急
保供能力持续增强，节日期间“米袋子”保供
稳价基础扎实；“菜篮子”方面，当前可供每
人每天约3斤菜，能有效保障市场供应。

“展望2022年，我国工农业产品和服
务供给充裕，粮油肉蛋奶果蔬等重要民
生商品供应充足，煤炭、油气等基础能
源保障有力，应对市场异常波动的
能力显著增强，保持物价平稳运行
具有坚实基础。”郭丽岩说。

据新华社

春节市场供应足
物价平稳有保障

展望2022年物价走势，多位专家分析，受猪
肉价格逐步进入上行周期、大宗商品价格传导等
因素影响，物价涨幅或将有所扩大，但仍将处在
合理区间。

“虽然近期猪肉价格继续回落，但从2022
年全年看，猪肉价格已进入筑底回升阶段，预
计到二季度或三季度，猪肉市场将由供求基
本平衡向紧平衡过渡，届时猪肉价格将进入
上行通道，拉动CPI温和上涨。”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立坤
说。

此外，大宗商品价格向部分终端消费
品价格传导的趋势或将延续，可能会拉动
消费品价格上涨。

根据统计数据，2021年全年，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
涨8.1%，其中12月份涨幅虽然有所回
落，但 10.3%的涨幅仍然处于较高水
平。主要受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影
响，近期，包括瓜子、奶茶等多个消费
品牌发布涨价通知，大宗商品价格向
部分终端消费品价格传导的压力不
可忽视。

“今年，要继续实施大宗商品保
供稳价政策，应对好输入型通胀压
力，激发强大的国内市场潜能，加
大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做好稳
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等目标之间
的平衡协调。”中国民生银行首席
研究员温彬说。

王立坤表示，2022 年全年
CPI同比涨幅或将比2021年有
所扩大。对此，要提早谋划，有
效实施预调微调，千方百计稳
定价格。

a 2021年
总体稳定在合理区间 B 2022年

涨幅或比去年有所扩大

2021年
上涨了0.9%

2022年
涨幅或扩大CPICPI

新年伊始，佳讯频传。重庆市松
树桥中学郑霞飞、邱雪梅两位教师在
重庆市普通中小学班级教育教学工作
案例评选活动中双双斩获一等奖。

郑霞飞的工作案例是《从小院士
到新时代重庆好少年的培育策略》，她
从见证一位“非典型性优秀学生的成
长蜕变”入手，从班主任要理性面对学
生生命的客观多元，努力寻找成长的
基点等方面展开。邱雪梅的工作案例
为《创新自习课，让课后服务活起
来》。其间，她从当下自习课中呈现的
种种弊端入手，用强化班级制度管理，
激发学生自控力等方面着手。据悉，
近年来，松树桥中学搭建多维度立体
化的班主任综合能力培养体系，通过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学赛结合”等方
式，不断促进班主任丰富专业知识、增
强专业技能、提升专业素养。

▶重庆睿之博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1068120711遗失作废
▶遗失杨阳残疾人证,证号50010819881016341X4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共利粮油购销公司印章证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朗途教育培训中心印章备
案回执，编号50010020191028003，声明作废
▶重庆山谷医药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已遗失，即日起停止使
用。特此公告！重庆山谷医药有限公司管理人2022年1月13日
▶贾新淼遗失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证书
编号：A20194104221236，声明作废。
▶江津市紫云乡农村合作基金会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3811801857 )及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招租公告 重庆巴驿公共交通站场管理有限公司及重
庆驿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现有以下房屋对外公开
招租，具体信息如下：1.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山林
村30 号2楼（面积为190㎡），租金价格面议，租赁期
限1年，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采取预付方式，按
季度支付；2.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坪公交站场站务楼2-
4层（面积为5000㎡），租金价格面议，租赁期限5年，
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从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
一年基础上逐年递增2%，采取预付方式，按季度支
付；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123号附1号二层房屋（面
积为722.98㎡），租金价格面议，租赁期限3年，履约
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从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
基础上逐年递增2%，采取预付方式，按季度支付；4.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123号附1号二层夹层房屋（面
积为352㎡），租金价格面议，租赁期限3年，履约保证
金为3个月租金，从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基础
上逐年递增2%，采取预付方式，按季度支付；5.重庆
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锦龙支路12号理想大厦D幢（面
积为298.61㎡），租金价格面议，租赁期限3年，履约
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从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
基础上逐年递增2%，采取预付方式，按季度支付。联
系人：秦老师，电话：67683901 2022年1月13日

声明：重庆地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开
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原乾信资产大
楼装修工程（一标段）低价风险保证金收据（编
号：2063899，金额446.25万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九龙坡区杨家坪金苹果幼儿园（教
民 5001076000124号）理事会研究决定，本园拟将
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从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园办理债权债务清算手续，特此
公告。杨家坪金苹果幼儿园 2022年1月1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公开
处置补登公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市分公司对重庆戴徕密客电源有限公司1户债权资
产通过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 http://
zichan.jd.com，简称京东拍卖）进行公开处置。因在
2022年1月4日-2022年1月10日报名期间只有一
人报名成功。京东拍卖于2022年1月11日进行了
公开竞价，最高报价为1370万元。现按相关规定补
登不低于7个工作日的公告。现公告如下：一、债权
资产情况长城资产重庆分公司持有的重庆戴徕密客
电源有限公司1户不良债权资产，截至基准日2021
年11月22日，债权总额5,885万元，其中债权本金
4,300万元、利息（含罚息、复利等）1,555.27万元、垫
付费用29.73万元。最终利息、罚息、复利等以法院
最终裁定、判决，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以及合同计算为
准。重庆戴徕密客电源有限公司以其名下71台机器
设备，重庆巨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垫江县
高安镇工业园区工业土地使用权22,654.30平方米，
陈先荣以其名下位于垫江县桂溪镇长安文化新城26
套商服用房共计5,886.9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陈
先荣、杨梅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注:1、基准日之
后，标的资产包回收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垫付费
用等均归受让方所有，因维护债权等发生的费用均由
受让方承担。2、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
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
准。二、补登公告有效期限：2022 年 1月 12日至
2022年1月22日，共计8个工作日。三、交易对象的
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
织，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涉黑涉恶，不存在非法经
营、非法集资等情况。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的管理层或其直系亲属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四、报名和参与方式有意竞拍者请于
公告期内的工作日联系周女士。过期不予受理意向
竞买人报名。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异议
和咨询。联系人：周女士023-63781221地址：重庆
市渝中区邹容路118号大世界酒店20楼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22年1月13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重庆倍欣源商贸商贸有限公司、何卫平、何戎、何洋、
王礼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我行通过公开竞价的方
式，将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2015）渡法民初字
第001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及其附
属的一切权利，转让给重庆兴农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并签署了有关协议。因此，请你们尽快依据重
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2015）渡法民初字第0019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向重庆兴农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清偿相关债务。特此通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22年1月6日

刊登
热线

023-65909440
15023163856
13018333716 微信

同号

出租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碚分公司。现

有37处房屋需出租，出租地址如下。单位地址：重庆
市北碚区金华路116号。电话：68863145；联系人：
汪老师；单位纳税识别号：915001094504624217。

中山路133号底楼1号门面、中山路133号底
楼2号门面、中山路133号底楼3号门面、中山路
134-1-2、中山路临街门面、新星路102、104号1号
门面、新星路102、104号2号门面、新星路102、104
号3号门面、新星路102、104号4号门面、静观花园
街7#、静观花园7号（原利安收费点）、胜利村2-2-
1、2-2、胜利村2-1-4、胜利村2-1-3、胜利村2号
车库、胜利村2-1-2、胜利村2-1-1、胜利村2-1-
6、胜利村2-1-5、胜利村2-1-7、胜利村2-2-3、2-
6、胜利村2-2-1、胜利村2-2-4、胜利村2-2-7、同
兴站1-1、同兴站1-2、新桥村20号-1、新桥村20
号-8、新桥村20号-5、新桥村20号-4（3）、新桥村
20号-6、新桥村20号-9、新桥村20号-7、新桥村
20号-2、歇马路132-1、北泉站1-1、北泉站1-2。

▶遗失重庆泰钒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106817447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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