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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成交放量 人气回升

沪深股指昨延续升势

受社保基金时隔一年多后再开A股账

户等因素鼓舞，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延续

反弹势头， 沪深股指涨幅双双接近或达到

1%。两市成交温和放量，则显示市场人气

有所回升。

昨日上证综指以2047.74点小幅高开，

早盘小幅回落至2044.90点后开始稳步上

行， 尾盘以接近全天最高点的2066.65点收

盘，较前一交易日涨19.69点，涨幅为0.96%。

深证成指收报7278.86点， 涨71.89点，

涨幅为1%，与沪指十分接近。

创业板指数也一改近期持续下行走

势，实现0.57%的涨幅后收报1367.07点。

沪深两市近2000只交易品种上涨，明

显多于下跌数量。 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

股，两市42只个股涨停。

股指延续反弹带动沪深两市温和放

量，分别成交964亿元和1387亿元，总量超

过2300亿元。

一汽夏利等多只个股涨停， 带动汽车

板块录得3%以上的整体涨幅，汽配板块涨

幅也超过了2%。传媒教育成为唯一整体告

跌的行业板块，且跌幅可忽略不计。

沪深300指数收报2171.76点， 涨23.75

点，涨幅为1.11%，略大于沪深大盘。10条行

业系列指数中9条上涨，300消费涨幅达到

2.68%。300能源跌逾1%。

新华社

昨日，A股回暖，细心的投资者想必已经注

意到了很多积极因素的累积。

财政部网站近日公布的6月财政收入情况

显示，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 同比增

加1084亿元，增幅为8.8%。

而困扰A股最严重的“缺血”问题，6月份

也出现改观。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最新数

据显示，6月社保基金在沪市新开1个账户，使

得其账户总数达到了231个。 而其上一次开户

还是在2013年4月。有市场人士指出，社保基金

一直被视为“国家队”，此次再次增开账户，无

疑被视为一次抄底救市的信号。 武汉科技大

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日前表示，社

保基金在沪市新开账户有两重含义：一是基

金资产扩容后投资的需要；二是开户时机选

择可能意味着市场建仓机会来临。

此外，新一轮国资改革正在紧锣密鼓推进

中，昨日有消息称今日将公布“四项改革”试

点企业第一批名单，每项改革试点分别有两家

企业。其中，中国建材作为第一批混合所有制

试点企业之一，目前正在准备混合所有制试点

方案。

成都商报记者 刘明涛

A股再次出现“抬头”迹象，这次会是短暂

的反弹，还是开启新的上涨行情呢？

福建天信熊鹏晟认为，新能源汽车这一新

热点引爆了市场，该板块多只个股涨停，使得当

前的结构性行情得以继续，加上沉寂已久的酿

酒行业大涨，沪指连收两根中阳线，将前期失地

收回的同时也站上了多条均线。从技术上看，主

板反弹的目标仍是年线位置，此次上涨需重点

观察成交量能否突破千亿大关，前期突破失败，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量能不足，而创业板如预

期在连续下跌后出现了技术性反弹走势，长下

影线基本探明短期底部，后市还将反复。

有技术派分析人士更进一步表示， 昨日沪

指一根中阳线突破所有短期均线的共同压制，多

方再度处于优势。下方的KDJ技术指标在昨日已

经形成“金叉”，买气正急剧回升。MACD技术

指标也刚刚“金叉”，能量柱由绿变红，上涨，加

上成交量明显放量，短期上涨动能充足。上方最

近的压制位在年线处，短期沪指上行挑战年线压

制是大势所趋。

成都商报记者 刘明涛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鏖战， 世界杯终

于落下帷幕。 尽管我为阿根廷队再次与

冠军失之交臂感到惋惜， 但德国队夺冠

也是实至名归。 要想在四年一届的世界

杯中夺冠，最终还是要用实力说话。德国

队的实力， 不仅体现在出众的个人能力

和团队合作上， 其他一些能够对球队起

到重要帮助的辅助手段， 也是实力的体

现。比如，德国的“秘密武器 ”之一 ，正是

当前流行的“大数据”。据说，世界杯开赛

前，德国队与某公司合作，“私人定制”了

一款足球解决方案，用于迅速收集、处理

和分析各个球员和各个球队的各种数

据， 而这些数据为德国队顺利夺冠立下

了汗马功劳。

回到

A

股市场，多空双方的较量最终

也要靠实力说话。现阶段多方是否具备了

彻底打败空方的绝对实力？昨天，沪指上

涨近

20

点，以一根中阳线初步体现了反攻

的实力，昨天反弹的出现，也基本在我前

期的预判中。 在前一期的访谈栏目中，我

曾经指出上周三大盘一度出现的调整，是

一些突发性因素的出现导致的，但是这些

因素被市场消化之后，行情又将回到此前

运行的节奏上。

不过，昨天沪指的中阳线也并非意味

着多头具备了一举击败空头的绝对实力。

我认为，上周市场的突然调整，尽管很快

又恢复了过来，但也证明一点，当前市场

心态依旧不算太稳定， 一有风吹草动，波

动依旧比较剧烈。另外，股指期货总持仓

量明显下降，也仅仅表明多空分歧有所减

小，而大家所认同的也仅仅是当前震荡市

道的格局， 并非意味着反弹将一马平川。

所以，对于后市，我认为很有可能将继续

以震荡走势为主， 要想有更强的表现，还

需要多方进一步增强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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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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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川股动态

“中一签赚5万”， 飞天诚信的连续

暴涨，将新股申购的赚钱效应体现得淋漓

尽致，但在这场盛宴中，极低的中签率最

终还是让绝大多数的投资者成为旁观者。

不过就在昨日下午，终于传来了第二批新

股即将发行的确切消息，新一轮的打新盛

宴又将开启。需要指出的是，受补充半年

报影响，不久之后新股发行或许将出现一

个短暂的“空窗期”，这也让获得发行批

文的12只新股更加诱人。

从上周开始，市场上就不断传出第二

批新股发行批文即将下发的消息。昨日下

午，投行圈突然传出已经有企业收到批文

的消息，其中就包括已经过会的会稽山等

多家企业。

昨日17：33， 证监会官方微博证实了

上述投行圈消息。证监会表示，“7月14日，

我会按法定程序核准了12家企业的首发

申请，其中，上交所6家，深交所中小板1

家、创业板5家。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

别与沪深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并陆

续刊登招股说明书。”

虽然证监会暂未具体公布12家获得

发行批文企业的名单， 但昨日晚间上市

公司披露的公告， 还是让部分企业浮出

了水面。此前作为IPO影子公司而受到资

金炒作的轻纺城，昨日晚间发布公告称，

收到参股公司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

司转发的证监会 《关于核准会稽山绍兴

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会正式核准会稽山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轻纺城进一步透露，会稽山将根

据相关规定组织发行工作。轻纺城表示，

公司现持有会稽山10200万股股份，占会

稽山发行前总股本的34%。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鹏博士“牵手”中国移动

鹏博士(600804)今日公告称，公司与

中国移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基于前期良好的业务合作基础，以及在各

自领域内的丰富经验与资源，为进一步发

挥各自行业优势，决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根据协议，双方的合作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在数据中心、宽带业务、云加速平

台和行业信息化等领域。鹏博士称此举将

促进公司宽带用户的拓展和移动互联网

业务的布局，加快公司“云管端”战略的

推进和实施。

红旗连锁 试水微信快餐

红旗连锁（002697）今日公告称，为

给消费者带来更方便的消费体验，公司现

与第三方公司合作，申请并认证“红旗快

餐微信公众服务号”， 并基于该微信公众

服务号开发“红旗快餐”点餐、支付等功

能。上述功能开发完成后，红旗连锁目前

在门店销售的快餐将能利用微信公众服

务号进行推广和销售。下一步，红旗连锁

将继续深化移动互联网营销服务。红旗连

锁表示，因上述业务处于开发初期，未来

取得的实际效果尚待观察，对公司本年度

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不构成重大影响。

攀钢钒钛 上半年业绩不确定

攀钢钒钛（000629）今日公告称，经公

司初步核算， 在不包括金达必金属2014年

1~6月的投资收益及卡拉拉矿业2014年6月

份投资收益的情况下， 公司上半年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约为5亿元左右。 目前，公

司正就卡拉拉股东贷款转股进行审计和评

估，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在金达必年

度报告披露前无法获取其利润数据， 相关

投资收益无法确定。 因此， 攀钢钒钛表示

2014年上半年业绩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

将在卡拉拉及金达必的利润确定后， 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市场积极因素趋多

分析师说

短期沪指或上行挑战年线

实力说话

12企业获IPO批文

第二轮打新盛宴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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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名青少年白癜风患者免费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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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近日报道， 避免西红柿可能有

助于消除体臭和狐臭。英国医生查尔斯·斯

图尔特指出， 含有松稀油的食谱会导致体

臭，可能是由于它们被酶分解后，产生一种

会令西红柿中的抗氧化剂番茄素发生化学

变化的物质，从而改变身体的气味。

以往，人们认为狐臭等体臭部分是由

人体基因决定， 但斯图尔特医生认为，体

臭也许不仅是基因作祟。 他偶然发现，西

红柿茎秆里的松稀油可能是问题的根源。

松稀油含有的化学成分萜烯， 也是橙子、

柠檬等果蔬的特殊味道的来源。

2013年， 斯图尔特开始进行试验，包

括在自己的饮食中加入含有松稀油的果

蔬。在一个实验中，斯图尔特连吃四个大

西红柿， 马上发现腋下的臭味重新出现，

并且持续存在7天。“一顿饭之后，体臭可

以持续这么长时间，真令人惊讶。”斯图

尔特医生说，“但这意味着吃西红柿和西

红柿产品的人，总是会有遇到出汗后体臭

的风险。”

目前，该研究还没有确定摄入多大量

的西红柿会导致体臭问题， 但实验中，50

到100克的西红柿就可能引发问题。 迄今

研究也还没有涉及烹煮与否是不是存在

影响。

斯图尔特医生认为，含有松稀油的食

谱会导致体臭，可能是由于它们被酶分解

后，产生一种会令西红柿中的抗氧化剂番

茄素发生化学变化的物质，从而改变身体

的气味。2012年发表于 《皮肤病学期刊》

的研究报告证实，某些特定食物确实可能

在人体内产生一些特殊的化学物，引发体

臭，例如鱼肝油。

斯图尔特医生提醒人们， 少吃西红

柿，并且注意个人卫生的话，根本不需要

使用除臭剂和香体剂。

（陈松 整理）

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一

直坚持“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宗旨，每

年联合四川省慈善总会、 四川省慈善总

会·博润白癜风专项基金等单位和组织举

办数十场医疗公益援助活动、全省白癜风

筛查义诊活动，包含免费义诊、社区服务、

健康讲座、慈善救助等，致力于做群众的

健康卫士，让贫困白癜风患者得到医疗援

助，坚持走在公益事业的前沿。并聘请国

内外知名白癜风专家教授团队，组建“国

际白癜风会诊平台”， 创造性开展黑色素

细胞自体体外再生术、 蓝氧祛白疗法、磁

波塌渍疗法等国内外领先白癜风治疗技

术，是西南地区治疗白癜风疾病的权威医

院，蓝氧祛白疗法多次在国内外会议上获

得高度肯定。

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业

务副院长林永祥表示：“我院将担负起责

任，认真协助遴选50名白癜风患者，接受

免费治疗； 对 1000名白癜风患者进行

1000～10000元不等的医疗救助；尽最大努

力、以最好的白癜风治疗技术协助本次白

癜风患者援助活动。我们保证在社会各界

与广大媒体朋友的监督下，将援助做到绝

对的公正、公平、透明，为四川白癜风患

者、 成都白癜风患者提供最优质的平台、

最贴心的服务、最放心的医疗救治，力求

让他们实现最大程度的康复。”

（吴筱颖）

有媒体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

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久坐不动的损

害可能大于人们的预想，甚至会完全消减

运动带给心脏的健康好处。

心脏学家指出，那些整日在办公桌旁

埋头苦干的员工，即使在午休挤出点时间

去健身房运动，仍然不太可能抵消他们整

个上午坐在电脑前对健康的负面影响。不

过，如果坐一段时间就站起来，到处走动

一下，可以阻止体能下降，从而保持心脏

健康。

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观察了2223名

没有心脏病、哮喘或中风病史的男性和女

性， 并测量了他们的健身及久坐行为。结

果发现，久坐两小时后，即使运动20分钟，

身体仍会受到损害。

一直以来，人们都了解久坐不动和心

脏病风险增加有关，但专家一度认为运动

可以帮助消除这一风险。然而该项新研究

却证明， 如果在椅子或者沙发上坐得太

久，即使之后的运动达到一定量，对心脏

健康仍不会有太大帮助。

“其实，相比一直静坐不动，任何身

体活动都是很好的运动。”杰奎琳·库林

斯基博士说：“比如频繁移换坐的位置

和方向，在中途站起来伸伸懒腰，接电话

的时候慢慢踱步，甚至是‘坐立不安’都

可以。”

主导这项研究的贾勒特·贝里博士则

认为，一个人纠正久坐不动的习惯，跟增加

户外活动时间一样，都是提高健身水平和

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方法。

（陈松 整理）

“别让青春留‘白’———青少年白癜风患

者康复援助计划”， 是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

附属医院与“四川省慈善总会·博润白癜风专

项基金”联合开展的。为了让更多患者接受高

水平的医疗服务，现在在全川范围内遴选50名

白癜风患者，接受免费治疗；征集1000名白癜

风患者， 接受白癜风基金1000～10000元不等

的救助。

夏治三伏， 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即将来临，

也到了白癜风治疗的高峰期。这段时间，青少

年儿童白癜风患者成为重点关注群体。青少年

白癜风患者容易受到同学和朋友的歧视，给他

们的学习和生活造成影响；同时，青少年时期

的白癜风患者，心理不太稳定，患上白癜风这

种顽固皮肤病容易造成心理疾病。夏季是青少

年儿童白癜风高发期， 与夏季紫外线强烈、人

体免疫力下降、当前面临的精神压力、饮食习

惯以及环境污染都有关系。大部分青少年儿童

在发病前都会经历精神紧张、学习压力大等。

“别让青春留‘白’———青少年白癜风患

者康复援助计划”主要针对白癜风学子、留守

儿童、特困家庭、孤残青少年儿童等。成都白癜

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业务副院长林永祥表

示，青少年容易患白癜风，是因为青少年的心理

正处在发育时期，还不稳定，而且受到别人歧视

就容易导致情绪变化剧烈，而情绪不好，会导致

白癜风的发生，所以患者一定要学会调节情绪，

而且还要对治疗有信心。白癜风应及早治疗，患

者在发现有白斑出现的时候要及时到医院进行

检查和治疗，并且做好日常护理。

2012年，“四川省慈善总会·博润白癜风专

项基金”作为四川地区医疗助困基金、四川地

区唯一的白癜风专项基金正式成立。3年来，在

四川省慈善总会领导下，组织实施了“四川省

慈善总会·博润白癜风专项基金全省行活动”

等富有特色的白癜风诊疗公益品牌和慈善项

目，惠及10000余名白癜风患者，4000余名青少

年白癜风患者，指定医疗机构———成都白癜风

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被评为爱心医院。“别让

青春留‘白’———青少年白癜风患者康复援助

计划” 以青少年白癜风患者的健康为资助重

点，自2013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展开的大型白

癜风患者公益援助活动。

为推动我国青少年儿童白癜风患者救助

公益事业发展 ，2014年 6月，“别让青春留

‘白’———青少年白癜风患者康复援助计划”

第二季正式启动，旨在帮助贫困白癜风青少年

儿童患者接受最好的治疗，早日康复。相比第

一季活动，“四川省慈善总会·博润白癜风专

项基金” 联手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

院除在全川征集1000名白癜风患者给予1000

元～10000元白癜风基金救助外， 还面向四川

全省免费治疗救助50名贫困青少年白癜风患

者。 一旦申请成功， 即可在定点医疗救助单

位———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接受

治疗和康复。

报名时间：

7

月

7

日

～8

月

10

日

年龄要求：

3

岁至

30

岁，男女不限。

入选者将享受免费治疗及 “四川

省慈善总会·博润白癜风专项基

金”

1000～10000

元不等的救助。

报名者请带好相关病情医学资

料， 前往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

附属医院一楼“四川省慈善总会·

博润白癜风专项基金” 驻院办公

室报名或拨打电话报名。

夏季“祛白” 爱心援助

基金救助 患者免费

〉

坚持公益

传递健康

坐2小时的危害 运动20分钟也补不回来

远离西红柿可能有助于消除体臭

核心

提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