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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大盘尾市跳水，但这并

没给昨日的行情蒙上阴影。 昨天，沪

指早盘略有反复后，很快又展开了超

出很多人预计的强势上攻。最终以上

涨

1.74%

报收，创出本轮行情的新高。

两市成交量较上周五小幅萎缩。

回顾昨日行情， 市场出现了沪

指大涨、个股普涨的局面。这种市场

状态， 很容易让人回想起上周一的

走势，当时沪指大涨

2.41%

，同样也

是个股普涨。从热点来看，主要集中

在金融、地产板块。个人认为，昨天

市场的上行， 应该是一些前期踏空

资金补货所致，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

的逼空行情将再次展开。

在此前的访谈栏目中， 我已经

表明了观点： 未来行情将在

2200

点

附近形成新的震荡中枢。因此，昨天

沪指重新站上

2200

点大关是情理之

中的事情， 但空头依然可能随时反

扑。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首先，港

股市场并未随

A

股创出新高。 在昨

日

15

：

00

之后的交易时段中，恒生指

数和国企指数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

回落，说明市场减弱的情况在延续。

其次，沪深

300

指数也没有突破

2400

点的重要整数关口， 而股指期货总

持仓量却创出了新高， 说明市场分

歧再次加大。前期市场处于底部时，

股指期货总持仓量大概在

18.9

万手

左右，而在行情上行阶段，股指期货

总持仓量一度减少。 昨日虽然大盘

再创新高， 但股指期货总持仓量却

已达到

19.4

万手。正因为如此，我依

旧认为市场在目前的相对高位还会

有折腾的过程 ，

8

月行情有可能是

“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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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014年8月5日 星期二

证券

沪指昨收复2200点

短期继续走高有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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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6516389

。更多精彩内

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上周五冲高回落， 沪指失守2200点曾令

投资者惊出一身冷汗。昨日沪指在多重利好的

刺激下， 稳步上扬， 大涨1.74%， 报收于

2223.33点，不仅成功收复2200点，也创出近9

个月以来的收盘新高。

不少市场人士对主板市场持续看好，

不过也提及眼下最大压力来自于2013年

两个高点2265点一带， 一旦成功突破，未

来上涨空间将更值得期待。

多重利好共振

上周五沪指尾盘跳水，一度重创投资者信

心，当天下午召开的证监会新闻发布会却亮点

颇多，实质性利好频频释放，再度激活市场的

信心。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8月1日就证监会

在引导长期资金入市方面的工作进展作出表

态。邓舸表示，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随着资

本市场运行环境的不断改善，继续大力培育机

构投资者、引导境内外长期资金入市工作取得

了较大成效。多渠道引导境内外长期资金投资

A股，不断壮大专业机构投资者队伍，完善资本

市场投资者结构，也是证监会的一项长期战略

工作任务。

邓舸还强调，保值增值是长期资金的内在

需求，资本市场可以为长期资金提供一个重要

的投资渠道，提高其收益水平。下一步，证监会

将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

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继续加快推动

各类长期资金入市，努力推动各类长期资金与

资本市场良性互动发展。

市场流动性未来有继续向好的预期。证监

会还同时宣布了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

十项举措，包括注册制改革，发展创业板、新三

板、区域股权市场、私募市场等内容。

业内人士指出，证监会的这十项措施与以

往改革相比新增了两个亮点：减少券商业务和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审批流程，有效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缩短融资链条，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缩短融资链条和减少资产证券化的

审批，均有利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扩大货币

乘数，对宏观流动性也形成正面支撑。

“大强小弱”格局短期或维持

在券商和稀土两大板块的带动下，主板市

场昨日再次成为资金关注的焦点，沪指最终上

涨1.74%，收于2223.33点，创出近9个月以来的

收盘新高，稀土永磁、运输设备及券商三大板

块涨幅均超过3.5%，表现抢眼。

沪指强势收复2200点，成交金额依旧保持

在1400亿元左右，在创出近9个月新高后，针对

A股是否已开启牛市， 不少市场人士表示出谨

慎乐观的态度。

福建天信熊鹏晟认为，主板强势是近期的

主旋律， 经过此波拉升这点已经毋庸置疑，这

也间接造成了小盘股的弱势，沪指大涨但更多

的股票并未有大的涨幅，投资者要适应这种市

场节奏，经过大涨后现阶段补涨蓝筹股更具备

优势；不过从技术面看，沪指创出新高但是量

能萎缩， 主要依靠个别权重板块拉升股指，这

样的上涨有隐患。

市场人士指出，沪指昨日盘中最高上摸至

2224.07点，刷新本轮反弹的新高，短期表现强

势。一方面，沪市的成交额始终保持在千亿元

之上，显示投资者情绪明显好转；另一方面，在

大盘攀升后，个股的活跃度明显提升，有利于

维系反弹。值得注意的是，以小盘成长股为代

表的创业板指数在跟随沪指走出一波强势反

弹后，短期显露出疲态，后市反弹空间或有限。

短期市场中“大强小弱”的格局可能会延续。

有技术派人士认为， 虽然伴随着多重利

好，但是短线市场也出现了两大比较明显的隐

忧。首先，最近几个交易日成交量都处在缩量

状态， 大盘蓝筹继续上涨需要成交量的支撑，

未来量能能否近一步放大有待观察。 其次，经

过多日连续上涨后两市股指的日线技术指标

已经处于高位， 日线KDJ甚至有背离的趋势，

技术指标有休整的要求。

《每日经济新闻》

长园集团利好密集发布

沃尔核材浮盈约3000万 11

昨日（8月4日），券商板块全线飘红，国元

证券上涨7.67%，中信证券上涨6.08%，方正证

券、海通证券等的涨幅也超过了4%。

券商股大涨与一则消息有密切联系———

据中国证券报4日报道，证监会近期启动《证

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

已向多家证券公司下发征求意见稿对多项风

险控制指标下限进行下调。 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这一举措一旦实施，将有利于券商释放净

资本，为开展融资融券、衍生品等多项新业务

提供更大空间。

三项风控指标下限拟下调

根据报道，征求意见稿称，拟将证券公司

的“净资本/净资产”这一监管指标下限由现

行的40%调整为20%，“净资本/负债” 下限拟

由现行的8%调整为4%，“净资产/负债” 下限

拟由现行的20%调整为10%。此外，征求意见稿

还新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

率”两项监管指标，均为“≥100%”，旨在提升

证券公司对净资产和净资本的有效利用。同

时， 对净资本的扣减方式进行调整， 股票、基

金、 资管计划等自营投资扣减比例有所提升，

固定资产和股权投资的扣减比例有所下调。

报道指出， 由此证券行业净资本将释放

500亿~700亿元， 相当于行业净资产的8%

~10%；行业杠杆率上限将提升约2倍，按照目

前行业平均杠杆率3.5~4倍计算， 有望提升至

5.5~6倍；行业净资产收益率上限将从10%~11%

提升至13%~15%。

由于各项创新业务的开展，近年来券商净资

本消耗速度加快。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度115家

券商净资产合计达7541亿元，净资本合计达5194

亿元， 因此券商行业平均“净资本/净资产”为

72.60%。2014年6月30日， 券商行业净资产和净资

本的数据分别为8104.58亿元和5676.30亿元，“净

资本/净资产”指标下降至70.03%。

释放资金助力新业务开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券商行业分析师指出，

对于券商来说，无论是开展融资融券，还是新三

板做市商等业务，都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作为后

盾。由于证券行业在本世纪初曾经集中爆发过大

面积风控违规事件， 监管层出于防范风险考虑，

对证券行业的监管一直非常谨慎。“净资本/净资

产” 监管标准有点类似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当

券商不用满足更高的净资本比例标准后，就会释

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开展业务，有利于提高净资

产收益率；同时，也有助于公司对投资者提供更

多的现金分红，提升投资者回报。

近期， 市场对券商股的看法日趋乐观。申

银万国指出， 证券行业目前受到多重利好刺

激：“一方面，沪港通将正式推出，表明监管层

搞好资本市场的坚定信心，资本市场的对外开

放将会有相应配套措施协调，券商将实质性受

益；另一方面，新三板新政预期逐步落实，节奏

明显加快。预计8月底出台做市商细则，年底电

子化业务报送、处理平台将上线。新三板业务

收入将十分可观，预计为整个行业带来的利润

规模在百亿级别。相关个股将迎来较好的投资

机遇。” 申银万国建议投资者关注广发证券、

中信证券。

成都商报记者 王砚丹

高位还有折腾

证监会拟“松绑” 券商股“听风”上涨

热点板块

明星电缆披露中报

明星电缆（603333）今日披露了

上半年业绩报告。2014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营业总收入25448.37万元， 同比

减少5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198.80万元，同比减少-180.

18%。明星电缆称，2014年公司预计实

现营业收入7亿~9亿元。电线电缆的生

产和销售与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周期相

关，一季度订单相对较少，电缆销售主

要集中在后三季度，截至2014年6月30

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448.37万元，

完成年度计划的36.36%。下半年，公司

将进一步推动市场拓展， 力争完成年

度经营计划目标工作。

云南地震 两川企“报平安”

广安爱众（600979）今日公告称，

2014年8月3日16：30，云南省昭通市鲁

甸县发生6.5级地震。公司控股子公司

云南昭通爱众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昭通爱众发电， 公司持有其76.61%

股权。昭通爱众发电水电装机容量为8

万千瓦，2013年度，昭通爱众发电实现

营业收入3655.34万元，占公司营业收

入的2.92%）处于地震区域内。截至目

前，昭通爱众发电无人员伤亡。为保证

安全，昭通爱众发电已暂时停产。公司

称， 已第一时间积极组织相关人员进

行抢险救灾， 同时将进一步核实地震

对昭通爱众发电造成的影响及财产损

失， 公司将根据核实的情况及时履行

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今日，天原集团（002386）也发布

公告称， 全资子公司云南天力煤化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大关天达化工有

限公司和水富金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分别位于昭通地区的彝良县、 大关县

和水富县，毗邻地震中心鲁甸县。本次

地震没有对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造成

不良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川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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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着给孩子配镜 当心弄假成真

据小儿眼科专家、副主任医师何光华介绍，

娃娃一出现视力下降， 一些家长不带孩子去医

院眼科做检查，而是去眼镜店配近视眼镜。“这

是非常错误的， 必须到医院弄清楚孩子视力下

降的原因，看到底是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并

且排除相关眼病原因后，才能做出相应处理。”

“孩子过度近距离用眼时，睫状肌会持续

收缩，出现调节痉挛，看远处时睫状肌不能马上

松弛，远处焦点不能很快落在视网膜上，就会出

现看远模糊，这就是假性近视状态。”何光华告

诉记者， 若孩子正在假性近视阶段， 无需戴眼

镜，注意休息和治疗，眼睛就可以恢复。此时若

选择戴镜，反而会“弄假成真”。

据了解，在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尚未

普及的年代， 到医院眼科就诊的孩子多以假性

近视为主， 现在则以真性近视为主。 何光华表

示， 区别真假近视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睫状肌

麻痹剂进行散瞳验光。散瞳后验光，才能得出孩

子准确真实的屈光度数，以便进一步处理。由于

此方式属于医疗行为，普通眼镜店不能实施，只

能在医院眼科完成。

视力下降原因多 还得排除眼病

孩子出现视力下降， 除要在第一时间鉴别

孩子近视的“真假”之外，还要排除是否因其他

眼病而引起视力下降。“因为眼病而出现视力下

降的孩子，我们时不时就会遇见。”何光华说。

据介绍， 很多眼病都会导致人们的视力出

现变化。例如，一些眼底病变也会表现出视力下

降的症状；一些患有弱视、斜视、先天性白内障、

先天性青光眼、先天性眼底病、先天性眼球震颤

等疾病的孩子视力也较差， 许多家长发现孩子

视力不好后，往往误认为是孩子患了近视，就带

着匆忙配镜， 殊不知会错过孩子的最佳治疗时

机，让家长后悔不已。因此，孩子在初次配镜前，

还应当进行系统的眼科检查，排除病变原因。

配镜时 贵的不一定最适合孩子

很多家长不愿“亏待”孩子，在吃、穿、用

上，都愿意为孩子选购质量好的、价格贵的，包

括配眼镜。“上个世纪90年代，一副几百块的眼

镜就是非常好的了，现在，不少家长愿意为孩子

戴名牌眼镜，一副一两千元都较为常见。”何光

华介绍说。不过专家表示，家长们为孩子选购眼

镜时，不要过分追求名牌、价格，“为孩子选择

眼镜，前提是选择适合他自己的。”专家表示，

10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只要戴着舒服，鼻托的

高度合适，并且轻便、坚固、美观即可。选择镜片

时，坚固、轻便的树脂镜片即可；若度数较高，则

可选择非球面镜片。

娃娃视力下降 先别急着去配镜

大家对白居易都非常熟悉。但很多人

不知道，白居易还是一名养生家。白居易

出生于乱世，但活到了75岁，算是高寿了。

由他写的诗可知，白居易养生有“三宝”。

养心

心主神明，所以中医养生首重养

心、调心。白居易诗中说：“寡欲身少病，乐天

心不忧”，这是他养心的重要体现，和《黄帝

内经》中“恬淡虚无，病安从来”的养生精髓

是一致的，也是他长寿的最重要秘诀。

饮食均衡

中医倡导清淡饮食，不过

食肥甘厚味。白居易就非常注重素和荤的

搭配。据记载，他的早餐就是云母粥或嫩

笋， 午餐晚餐也照样素食为主，“午斋何

简洁，饼与蔬而已”“庖童呼我食，饭热鱼

鲜香” 是对他健康饮食的明确记载。《黄

帝内经》强调：“膏粱之变，足生大疔”，

大鱼大肉，肥甘厚味，再加上酗酒，对健康

非常不利。

身心运动

现代医学强调“心理、运动

和饮食干预”，其实，白居易早就重视这三

点。白居易常年坚持散步，少则绕庭几圈，

多则远足；并且打坐调神，已经达到了“中

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的境界。

中医认为，运动不单是形体的运动，更重要

的是在运动的过程中调“气”，如练太极拳

就非常强调呼吸的调节。

（吴筱颖 整理）

8月3日上午10时， 成美·成都美容整

形医院在成都举行了“成美2014品牌升级

授牌仪式暨‘中国式明星脸’权威新品发

布会”。发布会上，成美正式聘请医美界学

术泰斗李世荣教授为荣誉院长，共同谋求

医美界的新高度；同时，成美全新发布了

新品“中国式明星脸”技术，成为又一项

引领医美界潮流的行业风向标。

在本次发布会上，泛亚洲太平洋地区

面部整形与重建外科学会常务理事兼中

国区主席、 成美名誉院长李世荣教授，成

美院长郑敏女士， 成美总经理杨莉女士，

非手术院长张义明教授，成美院长赖明忠

先生，院长贾德渊先生，主任冯春雨先生

和医美界相关行业专家共同见证了这一

荣耀的时刻！

郑敏：安全整形是企业责任

李世荣教授的加盟是成美的荣幸

成美院长郑敏女士在发布会现场表

示， 成美坚持以诚信的态度面对广大客

户，“当今的医疗环境下，诚信已不仅仅是

立人之本、经商之魂，更是医疗服务获得

成功的根本保障。” 面对美容整形行业受

到社会质疑时， 郑敏表示成美提倡的是

“安全塑美和理性思维”。

在郑敏的发言中，特别表达了对李世

荣加盟成美的欢迎之情，“李教授的加入，

让成美在未来5年扮演美业推动者的实现

变得更加有信心”。

李世荣：成美很有竞争力

为推进行业交流而加入

李世荣教授在医美界的领先地位毋

庸置疑，本次和成美的“联姻”，按照他自

己的话说，就是“希望通过行业内组织、专

家、人才的不断交流，促进整形美容行业

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快整形行业各大机构

品牌建设的进程，从而推动中国整形美容

行业的共同兴旺发达！”

成美：解析百位明星美丽密码

私人定制“中国式明星脸”

“中国式明星脸”技术即成美对中国

大众公认最美的100名明星进行综合DNA

解码，从她们面部的多个侧面入手，提炼

并建立符合中国式审美的脸谱解码数据

库，再根据每位顾客的面部DNA密码解析

结果，为顾客精准设计专属的“中国式明

星脸”！这一技术将医术与艺术融为一体，

再次实现了医美界的新突破！

白居易的养生“三宝”

成美聘医美泰斗李世荣为名誉院长

行业领先技术“中国式明星脸”正式发布

孩子出现视力下降， 家长带着孩子去

医院分清楚了孩子的近视“真假”、排除了

眼病原因之后，是否就只有戴近视眼镜这一

种方法来控制、矫正孩子的近视呢？何光华

告诉记者， 经过医学界多年来的不断摸索，

目前已确定有几种方法能够对孩子的近视

起到较为明显的治疗效果。

硬性角膜塑形镜（

MCT

）

近视程度和角膜曲度有很大关系，角膜

曲度越大，近视度数越高。MCT角膜塑形镜

是一种特制硬性角膜接触镜，其原理是通过

压力增加近视眼患者的角膜曲率，减少角膜

屈光度，从而达到塑形角膜、提高视力、降低

屈光度的目的，

MCT适合8岁以上、近视度数在600度以

下的青少年。何光华表示，MCT只需晚上佩

戴，白天可以摘下，对孩子来说较为方便。不

过，应当注意的是，其佩戴方式、时间等都应

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并定期检查、消

毒等，方能做到安全使用。

硬性角膜接触镜（

RGP

）

RGP即高透氧硬性角膜接触镜。相对于

MCT，由于RGP材料的高透氧性，使得普通

RGP适合大多数屈光不正患者，无年龄的限

制。据介绍，RGP与框架眼镜比较，RGP可以

相对有效地控制近视，延缓近视者眼轴拉长

的发展，尤其是青少年近视的发展。此外，它

还能良好覆盖于不规则的角膜表面，减少角

膜对不同射线的折射；除去因戴眼镜产生的

周围变形视觉效果，阻止近视发展。

另外，何光华表示，有不少孩子还通过

针灸、耳针，点穴、穴位按摩等中医方法，也

能较好地放松眼睛，改善、控制近视的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陈松

除了配镜 孩子近视还能怎么办？

一、平常每天看书、看电脑、看电视的总时长最好不超过3

小时；每次持续用眼的时间超过半小时，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二、严格控制孩子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看电视、玩电脑

的时间，避免用眼过度。

三、鼓励孩子多到户外玩耍、运动。

四、每次用眼后，坚持做眼保健操。刺激眼球穴位，也有利

于改善视力。

五、在饮食上，多吃含维生素A的食物，少吃易上火、生冷、

含糖量高的食物。

日常如何防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