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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乏力 A股反弹昨中途“稍息”

周二A股市场在连续滞涨之后出现

正常的回调，沪深主板指数及创业板指

均向下试探短期均线的支撑。尽管市场

有所回调，但热点依然维持着相当的热

度， 两市仍然有40多只个股封死涨停

板。当前，改革的炒作逻辑不变，结构性

机会层出不穷，主力洗盘反而提供了良

好的低吸时机。至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

之前，指数无忧，应坚持积极做多。

9月2日起，“华晶杯”我是操盘手大

赛再起波澜，前商报炒股大赛冠军“股

往金来”， 前实战700赛季冠军文一，前

实战700赛季冠军张复利，三大高手联袂

出击，各带200万元资金征战股海。华山

论剑，高手对决，精彩战况你不能不看。

CDTV-2财经节目以一贯的专业、

准确和深入， 继续服务广大股民观众。

周一至周五每天12：00、18:00，《吕冲说

市》两档节目邀请著名证券分析师透彻

解析大盘、详说板块、精研个股，在迷雾

重重的行情中为你正本清源。今晚的嘉

宾为代磊和潘成。敬请关注。

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13:30在位

于地铁孵化园站， 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

1480号5号楼315室， 将隆重举办主题为

“金银天下”的白银投资讲座。此次盛会

由国银万泰主办， 凡是现场参与投资报

告会的投资者， 均有机会参与现场抽奖

活动并获赠绝密内参及丰厚礼品。 此次

盛会将邀请国银万泰贵金属经营有限公

司首席分析师———洪庆华先生， 针对

2013年下半年投资市场的趋势与发展、

国际金融政策与贵金属的关系以及贵金

属白银的投资机遇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详细阐述。国银万泰首席操盘手允泽

龙和张帆也将和投资者分享自己的交易

心得及实战交易技巧， 此次盛会机会难

得，名额有限，预约热线：400-028-0666。

今年9月份A股市场“失血”严重，

当月共有765亿元从证券资金账户净转

出，创下年内纪录，显现出资金从股市

向银行搬家的迹象。

根据中国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发

布的最新数据，9月30日当天，453亿元

资金通过银证转账方式从证券资金账

户净转出， 而整个9月份资金净转出金

额达到765亿元，其中9月后三个交易周

净转出规模高达1073亿元。

今年9月份A股严重“失血”创下年

内纪录， 哪怕是在流动性极为紧张的6

月份， 证券资金账户仍然有476亿元净

流入。不过，由于9月份有中秋节假期并

面临国庆节长假，往年也出现过资金搬

家至银行的现象。去年9月份，证券资金

账户一个月净转出895亿元， 其中仅月

末最后一个交易日就净转出862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 尽管今年9月沪深

股市成交量一度放大，但从市场资金流

向看，增量资金并未入场，股市仍处于

存量资金博弈当中。

新华社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经日报，

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86740011

。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今

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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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9月A股市场“失血”765亿元

昨日上证综指以2237.93点小幅高开， 大部

分时段都在前一交易日收盘点位下方窄幅震

荡， 盘中一度探至2221.14点。 尾盘沪指收报

2233.41点， 较前一交易日跌4.36点， 跌幅为

0.19%。

深证成指走势稍弱， 收盘报8700.34点，跌

59.76点，跌幅为0.68%。

沪深两市超过1300只交易品种告跌， 略多

于上涨数量。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股，两市超

过40只个股涨停。

大部分权重指标股随股指收跌。总市值

排名前30位的个股中，平安银行、兴业银行

跌幅超过2%。 贵州茅台逆势出现3%以上的

较大涨幅。

与前一交易日超过3000亿元的交易量相

比，昨日沪深两市成交略有萎缩，分别为1385亿

元和1490亿元。

昨日行业板块涨跌比例大致相同， 建筑工

程、传媒教育、银行板块表现较弱，整体跌幅超过

1%。电力板块逆势走强，涨幅在2%以上。

沪深300指数收报2467.52点，跌5.03点，跌幅

为0.20%。10条行业系列指数涨跌各半，300消费、

300医药、300电信、300公用逆势出现1%以上的

涨幅，其余指数涨跌幅度都不足1%。

沪深B指继续出现与大盘相背离的走势，

昨日双双温和收升。 上证B指收报259.36点，涨

0.65点， 涨幅为0.25%； 深证B指涨4.59点至

860.77点，涨幅为0.54%。

新华社

在经历了6月份的“钱荒”洗礼探底1849点

以来，上证指数已经随着经济面和政策面的暖风

频吹缓步攀升了3个多月。 在4季度伊始的当下，

虽然A股仍总体强势，但市场上“不确定”的声音

也渐渐响起。10月15日， 瑞银证券首席中国投资

策略师高挺在上海就“2013年4季度经济和市场

展望”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做了相关阐述。

美债务上限问题影响有限

目前，美国政府停摆已经有两周时间。对于

美国债务上限问题，高挺表示，如果美国发生债

务违约，那么其政治和经济代价都很大，因此共

和、民主两党将有很强的动力寻求妥协。

目前市场上普遍认为10月17日是美国解决债

务上限问题的最后期限，对此，高挺表示，受美国

政府关停的影响，17日可能不是最后期限，预计最

后还可以拖延几天。总体来看，美国债务上限问题

属于短期影响，对市场的冲击将弱于两年前的那

次，近几日欧美股市较平稳的表现也已作出反应。

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复苏时期，3季度来美

国、欧盟及日本等国的经济活动持续改善。高挺

指出，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介于此他

看好美国资产未来的表现， 同时认为新兴经济

体的复苏态势依然较弱。

对于市场关注的美国QE3退出事宜， 高挺

判断，QE3退出将从今年末开始，这一过程将持

续至2014年3季度。他警告，今年6、7月份QE3退

出预期对新兴市场的冲击可能在年末重演，黄

金市场也将表现疲弱。

“政策红利”成炒作主线

虽然3季度国内经济同样出现了较明显的

复苏，这也带动A股市场出现反弹，然而高挺认

为，目前不能抱有高预期。

他认为今年下半年来的经济复苏的主要动

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投资、企业补库存、季节性因

素、外需提振四方面。他认为，从目前来看，这些

因素在四季度的持续性大多不强， 其中政府投

资因素还需要观察。事实上，诸如房地产投资增

速等重要指标在8月份已经开始回落。

当前市场对经济改革预期不断增强，“政策

红利”成了市场反复炒作的主线。对此，高挺表

示，虽然从近期的公开信息来看，国家领导人对

改革的决心很强， 但估计在11月召开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可能给出的是一个长期社会和经济制

度改革的蓝图和基本原则。 许多方面的具体内

容和时间表将在之后逐渐跟进和落实， 相关板

块也将波动运行。

成都商报记者 王海慜

瑞银证券高挺：目前不抱高预期

昨天，证监会在人民网、新华网、新浪

和腾讯多个平台开通了官方微博，这成为

不少股民热议的话题。“证监会发布”微博

一开通，虽然只是象征性的发了

4

条微博，

但没过多久就聚集了好几万粉丝。 对此，

不少专家都拍手叫好。

比如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就说，

这是利好，“证监会开通微博对于维持市场秩

序稳定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对市场是一个大

好消息。通过微博可以更快、更广、更有效发

布消息，对于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消除市场

谣言十分有利，可以有效减少谣言对市场正

常运作的干扰，更加方便了投资者的交流，是

由点到面的飞跃，表明证监会越来越公开、透

明的态度和决心。”

在我看来，证监会开微博究竟能够真正

对市场带来多大的益处，现在下判断还为时

尚早。从证监会发布的几条微博引来的股民

留言来看，部分股民对证监会的工作其实并

不是完全满意。而最终来说，证监会开微博有

多大利好，还是要看证监会官方微博是否够

活跃，能否对一些大家关注的事件做最为及

时、迅速和权威的表态，这才能在稳定市场、

维护市场秩序上达到最好的效果。其实，上证

所此前已开了微博，而在今年

8

月

16

日光大证

券“乌龙指”事件发生后，上证所的官方微博

对维护市场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

感觉动作还是稍微慢了些。今后，如果证监会

的微博能够更加“稳、准、狠”的话，可能不仅

专家会称赞，股民也会满意，粉丝数量必定猛

增，中国股民数量少说也有好几千万呢。

闲话就不多说了，还是谈谈行情。昨天，

大盘果然调整了，技术上的压力不是开玩笑

的，最终上证指数下跌

4.36

点，以

2233.41

点

报收。而从盘面看，市场热点转换非常明显。

医药股在消息面刺激下有所表现，而此前走

强的高铁板块出现分化。除了晋西车轴和太

原重工还能保持较大涨幅外，其他不少个股

开始调整。个人感觉，虽然昨天大盘跌幅并

不大，但人气明显有所回落，因此预计后市

有可能还要继续调整。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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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开微博

资料图片

巨力索具(002342)今日公告表示，

公司参股公司刘伶醉酿酒于10月11日

与58名自然人签订了 《增资扩股协

议》。 上述58名自然人拟通过以货币资

金形式并以每股1.12元的价格向刘伶醉

酿酒投资5899.04万元，增资完成后刘伶

醉酿酒注册资本将由原2.9亿元增至

3.43亿元。有意思的是，影视明星黄圣依

竟也出现在增资人名单当中。

资料显示， 刘伶醉酿酒成立于2011

年12月2日，注册资本2.1亿元。2012年12

月，巨力索具以1元/股的价格，对刘伶醉

酿酒增资8000万元，持股27.59%，成为该

公司第二大股东。在58名自然人增资后，

巨力索具持有的比例将下降至23.34%。

记者注意到，在巨力索具提供的增

资人名单中，出现了一名叫黄圣依的女

子。该女子出生日期为1983年2月11日，

住址为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737弄4

号。这些资料与著名影视明星黄圣依的

公开资料几乎一致。因此，可以确定其

为黄圣依本人。

事实上， 黄圣依与刘伶醉颇有渊

源。其本人所属经纪公司为中国巨力影

视传媒，该公司由巨力集团控股，由巨

力集团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杨子出任

总裁，黄圣依出任执行总裁。而刘伶醉

酿酒的控股股东也正是巨力集团。此

外，黄圣依与杨子还是刘伶醉产品的代

言人。

成都商报记者 曾剑

巨力索具参股公司扩股 黄圣依参与认购

皇台酒业三季报巨亏 12

定增对象下3000万订单“救急”

私密整形有点火，挂专家号有点难？

为修复缺陷挽救婚姻，已婚女性迷恋私密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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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费用不菲，

很多女性欣然选择

几年前， 很多人都认为妇科私密整形是一种

非常隐私、见不得人的手术。特别是对于一些生殖

器官疾病，如小阴唇肥大、阴道松弛、处女膜破裂

等造成的生理和精神伤害， 很多女性往往采取默

默忍受的态度。而据调查，在成都，越来越多的女

性对私密整形持欢迎态度。 特别是很多年轻女性

都开始加入到私密整形的队伍中， 这其中有的是

为了摆脱疾病，有的是为了挽救婚姻，还有的是追

求一种高度的完美。

“在接受私密整形手术的女性中，10个女性有

6个是用自己挣的钱来完成手术的，她们的年龄大

多在30~45岁之间。” 维多利亚女子医院私密整形

中心汪丽主任介绍，成都女性的独立性越来越强，

她们舍得为自己投资，为爱情保鲜。

昨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在维多利亚女

子医院成功接受阴道缩窄术。说起这次手术，她十

分满意：“为了修复与爱人之间出现的情感裂痕，曾

经我想做这个手术却没有勇气。newborn私密整形

中心成立两年多了，我也默默地、远远地观察了两

年多。最终，我接受了newborn传递的理念：解除心

理障碍，摆脱生理和心理的疾病，恢复自信，找回自

我……”说到这儿，她脸上绽放出灿烂的微笑。

私密整形，

听到不再红着脸躲避

最近两年， 成都女性对私密整形的关注度不

断升温，私密整形甚至成为闺蜜聚会的热聊话题。

有社会学家高度肯定女性为了追求夫妻生活和谐

的时尚之举，并倡导社会包容、理性地看待私密整

形。专家称，生殖器官作为人体的一部分，不可避

免地存在缺陷和发生疾病或受到损伤， 为什么不

能求助医学的帮助？

“岁月在使人面部出现皱纹的同时，也必将导

致女性阴道出现松弛等状况， 所以做阴道缩窄术

也就如同做面部除皱手术一样， 是使人们在生理

上和心理上变得更加年轻自信，从治疗学、美学上

讲这两种手术的性质是一样的。”维多利亚女子医

院newborn私密整形中心汪丽主任表示， 严格地

讲，通过私密整形手术，就是去掉烦恼、解除痛苦、

提高夫妻生活质量。在追求完美生活方面，它们的

性质是一样的。 妇科整形手术就像其他美容整形

手术一样，是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升华，

女性朋友应该坦然接受。

汪丽主任同时提醒说， 秋季一向是妇科整形

手术的最佳季节，气候凉爽，适合安排私密整形手

术，而且有合适的气候进行手术恢复。同时，选择

规范权威的专业医院和有资质的整形医生， 更是

要提前做好的功课。

“韩国私密整形第一人”

来蓉亲诊

本周，韩国ROEN医院宋成旭院长在维多利亚

女子医院newborn私密整形中心亲诊三天（15~17

日），宋成旭院长是韩国私密整形第一人，因其丰富

的临床经验和引领行业的权威手术技艺，被誉为韩

国私密整形业的泰斗级大师。目前，韩国私密整形

外科领域普遍采用的“十字缝扎法”进行阴道整形

手术，就是他独创的一门领先技术。

据成都专业人士介绍， 十字缝扎法是目前韩国

阴道整形的最高技术。 该方法能够加倍修复松弛的

盆底肌肉群，术后效果与传统手术相比有显著提高。

目前， 很多成都女性到维多利亚女子医院newborn

私密整形中心做阴道紧缩都会选择这项技术。 女性

随着年龄增长， 进入更年期后不得不面对机能退化，

尿失禁、 习惯性便秘等都是她们难以启齿的烦恼。一

般通过“十字缝扎法”可以有效帮助她们恢复产道的

松紧度，使器官的形态和功能年轻10岁左右，生活质

量得到很大提高。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感冒时不时地来打扰人，如果能够

做好预防工作， 就能轻松战胜感冒。有

专业人士总结了预防感冒的妙招，感兴

趣的话就试试吧。

1．洗澡时唱歌。秋天鼻腔容易干

燥，保持其湿润有助于防止病毒乘虚而

入。蒸汽可以使鼻黏液软化，打通鼻腔。

洗澡时唱唱歌， 有助于增强深呼吸，使

蒸汽更容易深入鼻腔。

2．喝点啤酒。适度喝啤酒有助于

防止感冒。研究发现，每天喝点啤酒比

滴酒不沾者更少感冒。这是因为酒精可

发挥抗炎作用，遏制病毒繁殖，从而抑

制鼻黏液产生。

3．每周两次性爱。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威尔克斯大学研究发现，每周性爱

1～2次的人比性爱少的人免疫力更强。

唾液测试发现，每周性爱两次，人的抗

体免疫球蛋白A （人体抗击感冒的防

线）会增加30%。

4．学蜜蜂呼吸。研究发现，发出嗡

嗡声能够打开连接鼻窦和鼻腔之间的开

口， 使呼吸更轻松， 有助于排出鼻腔黏

液。选择一个舒适的位置坐下，用鼻子深

吸气，呼气时发出嗡嗡声。你能感觉到鼻

腔、胸腔、大脑中都有振动感。嗡嗡声能

够延长呼气，也适用于缓解焦虑。

5．与朋友散步。美国专家表示，经

常运动可刺激免疫细胞活力， 增强抗感

冒能力。研究发现，每周散步5次、每次45

分钟的成年人比不爱散步的人感冒几率

降低一半。 另外， 友情是“感冒病毒杀

手”。一项研究称，与朋友一道散步更有

助于降低感冒危险。

6．练习太极拳。打太极拳可使机

体抗病能力提高47%， 甚至可以使流感

疫苗的保护作用增强3倍。科学家表示，

其关键是太极缓慢的动作和控制呼吸，

双管齐下杀灭病菌。练太极拳还可以缓

解压力，改善睡眠。

7． 吃辣味豆制品。 营养学家表

示，辣椒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辣酱

还能通鼻窍， 洋葱和大蒜等也含有可

增强免疫系统的植物化学物质。豆腐、

大豆中的大豆异黄酮也具有增强免疫

力作用。

8．别阻止孩子玩泥巴。人是伴随

着病菌和病毒等病原体长大的， 病原

体会让人生病， 但它同时也有助于人

体自然防御系统的健康发展。 科学家

表示，孩子玩泥巴有助于完善、增强他

们的免疫系统，但要注意，玩后一定要

认真洗手。

（何筝 整理）

我们的眼睛真累，使用电脑、手机，

还要看电视、看书……如何让眼睛得到

有效的休息呢？最简单的是眨眼，但眼

睛专注于电脑屏幕或书本时会忘记多

眨眼，因此人们很容易感到眼睛干涩疲

劳。这样的话，就要用到一些缓解视疲

劳的动作，用“看”的方法就能完成。

1.身体坐直，眼睛看向正前方，先上

下左右活动一下眼球， 给眼睛做个热

身；吸气并尽量睁大眼睛，再呼气并闭

上双眼；胳膊伸直，手里拿一支笔放在

面前，双眼盯着笔尖看，然后慢慢地把

笔移近双眼，直到触到鼻子；然后继续

盯住笔尖，慢慢地把笔移回原处，重复

2～3次后闭眼放松。

2.坐在房间一角，眼睛从左到右，挨

个看房间里的物体，然后再反方向看回

来，持续2分钟。或者想象前方3米远处

有一个“8”字。慢慢沿着8字形转动眼

球，单向做几分钟，再反向做几分钟。

3.尽量紧闭双眼，让眼部肌肉紧绷，

保持这个姿势3秒钟，然后放松，重复动

作7~8次。 这样做能使眼部肌肉深度放

松，并且特别适合在眼部出现轻微紧张

感时进行。

4.盯着远处（约50米之外）的物体

看几秒钟，然后慢慢地把视线移近一些

（约10米之内）， 看几秒钟之后再重新

看远处的物体，重复做5次即可。

（何筝 整理）

“看看”就能缓解视疲劳

防感冒有妙招

2012年， 韩国Roen医院选择

和维多利亚女子医院合作，成都由

此诞生了第一家专业从事私密整

形的中韩合作医院。目前，维多利

亚女子医院newborn私密整形会

所主要诊疗项目， 包括阴道紧缩、

处女膜修复、大小阴唇整形、石女

无阴道再造等。

维多利亚女子医院为方便广

大女性就医，提供妇科专家24小时

电话咨询服务和医院网站 （www.

68666666.com） 专家在线预约挂

号服务。

韩国

Roen

医院宋成旭院长是邓丽君的忠实粉丝

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