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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六旬老人为养女寻亲：
还记得每年正月十五旧大桥之约吗

5月25日，万众瞩目的三星Gal-
axyS8|S8+正式开启首销，Galaxy
S8 4G+版也已同期首销，融合着三
星旗舰级产品的创新科技与中国移
动4G+不断优化的网络服务，将带
给用户快速、稳定以及高清音频、
视频网络服务的畅快体验。

全视曲面屏无疑是Galax-
yS8|S8+极受关注的创新科技，
新的视觉体验营造出前所罕有的
沉浸式观赏深度。同时，其采用了
领先的10nm制程处理器，支持千
兆级LTE和千兆级WiFi网络，配
备了更先进的800万像素智能对
焦前置摄像头和全像素双核疾速
对焦12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在
安全性能方面，Galaxy S8|S8+兼
备虹膜识别、指纹识别、面部识别
三种生物识别安全技术，还将随
机赠送由哈曼旗下AKG专业调
音的全新高性能耳机。

为了给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加
优质的使用体验，三星还推出了
专属管家服务，购买三星Galaxy
S8|S8+的用户，无需支付额外的
费用即可申领该服务；专属管家
服务还为用户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及VIP专属热线，随时帮助用户
解决各种手机问题。 （庞健）

三星Galaxy S8|S8+
首销开启打破界限体验未来

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
发布公告：
多家企业资产被公开处置

5月25日，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营
业部发布公告称，拟对委托人拥有的30
户贷款债权资产进行公开转让处置。公
告称，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转让。其中，
项目一至十五项债权拟组成资产包整
体转让，其余债权可组包亦可单独转
让。交易条件原则上一次性付款。

工商银行表示，相关债权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
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
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成都商报记者从公告中获悉，本
次拟公开处置的资产涉及金额超过21
亿元，每一家至少都是上千万元，最高
的波鸿集团有限公司债权总额高达近
6亿元。据了解，在这批集中处置的资
产中，不乏天伦食品（成都）有限公司、
四川腾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四川五
牛印务有限公司、波鸿集团有限公司
等多家知名企业。其中，天伦食品（成
都）有限公司的债权总额超过7657万
元，四川腾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的债
权总额超过4525万元。

据了解，公告对这次参与交易的
对象进行了明确，是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但是，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参与资产处置的
评估师、会计师、律师，以及参与不良
债权处置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等要除外。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5月26日，眉山市三苏祠前，古筝声声。
提笔、蘸墨、下笔……10岁的眉山

小姑娘朱郸伊写完苏东坡名句“但愿
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后，长舒一口气，
抬起头来，手心里都是汗。

当天，来自眉山市东坡区苏南小
学的120名小学生获得了学校的一份
特殊奖励——在三苏祠前用毛笔书写
东坡诗词来向苏东坡致敬，这些学生
们所写的部分书画，装裱后将择机在
校内进行展示。

苏南小学校长侯旺称，这120名小
学生是从全校三千余名学生中，经过
两轮比赛，才有资格在这里书写，希望
以这样的方式来传承东坡文化，也希
望这些小朋友们长大后，无论走到哪
里，都能以自己曾在三苏祠前进行过
书法展示而自豪。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摄影报道

致敬东坡
百余小学生三苏祠前挥毫

2017年3月7日，证监会副主席姜
洋曾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证监会正
在研究进一步规范大股东减持。

昨天，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
表示，证监会将修改《上市公司大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引导有关股东减持行为规范
有序地进行。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
据东方财富Chioce数据显示，2017
年限售股解禁市值达2.84万亿元，
相比2016年的2.25万亿元同比大增
26.22%。在解禁潮涌之际，大股东
清仓式、断崖式减持正不断冲击二
级市场。

●今年12月
将迎近三年限售股解禁高峰

限售股是因受到减持期限限
制而暂时不能交易的流通股票。目
前，限售股的主要构成是股票首次
发行上市（IPO）后的原股东股票
和非公开发行（定向增发）认购的
股票。

过去几年，由于定向增发的快
速发展，其所产生了大量限售股正
在形成解禁潮。东方财富Chioce数
据显示，2017年，限售股解禁市值
将达2.84万亿元，在过去的5个月
中，已经解禁的限售股市值已经达
到1.11万亿元，而未来7个月（2017

年6月～12月）仍将有1.73万亿元的
限售股面临解禁。

具体来看，今年6月～12月，每
月将解禁的限售股市值将分别达
1286.20亿元、2167.53亿元、2010.22
亿元、2960.67亿元、2410.00亿元、
2485.35亿元和4006.86亿元。这也
意味着在未来几个月内，A股将面
临越来越大的解禁压力。同时，今
年12月单月也将迎来至少近三年
来最大的限售股解禁潮。

如此大的解禁压力，虽然不会
全部都转化为对于股价的“抛压”，
但其对市场带来的心理压力却显
而易见。

●套现冲动
“清仓式”减持时有发生

在面临解禁潮的同时，上市公
司重要股东以及董监高的减持行为
也时有乱象发生，并饱受舆论指责。

实际上，对于大股东和董监
高这类重要股东的减持行为，《证
券法》和监管部门的规定已有诸
多规定，包括董监高在任职期间
内每年不能减持超过其所持全部
股份的25%。

目前最新的规定是，2016年初
证监会出台了《上市公司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其
中新增多项要求，如上市公司（持

股5%以上）大股东三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受上述信
息披露和比例限制约束的大宗交
易方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重要股
东的减持途径。
即使这样，仍然挡不住A股重要股
东的套现冲动，反而是“清仓式”减
持不断发生。5月19日，鑫科材料
（600255，SH）公告称，公司第二大
股东恒鑫集团及其实控人李非列
拟清仓减持，计划在未来半年内将
其直接、间接持有的所有鑫科材料
的股份全部卖光。

在清仓减持的同时，信息披露
不规范的现象也屡屡发生。5月26日
晚间，日机密封（300470，SZ）公告
称，公司股东深圳柏恩在未披露减
持计划的情况下，分别于5月22日、
23日通过大宗交易清仓其所持有
400万股，占总股本的3.75%，违反了
其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减
持应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的承诺。

●证监会修改规定后
上交所将出台实施细则

针对上述减持新规出台后所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前所
述，26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态

称，证监会将修改《上市公司大股
东 、董 监 高 减 持 股 份 的 若 干 规
定》，引导有关股东减持行为规范
有序地进行。

对此，经济学家宋清辉对《每
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当前，一些
上市公司重要股东清仓式、精准式
和频繁无序式等减持行为，已引起
广泛关注。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在
转让股份时往往会产生远大于中
小股东的冲击力。因此，只有进一
步完善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制度，
约束减持比例和严管信披，并对过
度、恶意减持行为加以规范，才能
从规则上遏制资本天量套现，上市
公司重要股东减持股份时才不会
恣意妄为。“否则，不但会令股市承
压、投资者利益受损，而且还可能
危及股市健康发展，甚至可能让宏
观经济面临“失血”之忧。”

同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
注意到，26日18时37分，上交所通
过官方微博表示，将积极落实证监
会减持监管要求，促进市场稳健运
行。上交所已着重对大股东通过大
宗交易“过桥减持”、部分股东“清
仓式减持”、减持信披不规范等突
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准备。
上交所明确表示，“在证监会修订
发布相关减持规定后，上交所将随
即发布减持实施细则。”

（每日经济新闻）

28年来，“正月十五旧大桥
之约”一直萦绕在徐长生（化名）
心头。

28年前，乐山的徐长生和
胡晓琴（化名）夫妇，收养了一个
女婴，女婴包裹里的一张纸条写
着：“每年正月十五在旧大桥相
见”。徐长生曾按照约定，连续5
年在正月十五来到旧大桥，希望
能见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却未能
如愿，他只得默默地将这个秘密
埋在心底。

如今，两人已年过六旬，女
儿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心
情一直非常郁闷。两位老人开始
迫切希望寻找到女儿的亲生父
母，“如果哪天我们不在了，女儿
至少还有个家，有个依靠。”

只是，正月十五，旧大桥之
约，何人赴约，尚未得知。

“寻在1989年2月6日凌晨
零点至一点出生女孩的亲生
父母，当时不知道是谁把她丢
在洙泗塘（小地名）以前的公
交公司门前，留纸条要求给孩
子取名叫嘉州，每年正月十五
在旧大桥见面。孩子现在身体
健康，不为别的，只想找到孩
子亲生父母，希望知道线索的
朋友帮帮忙。”一张寻人启事，
近日被贴在乐山城区旧大桥
附近。这张寻人启事，也被众
多网友转发。

5月25日下午，成都商报
记者在乐山城区旧大桥附近
的嘉定坊见到了胡晓琴和徐
长生夫妇。“寻人启事是我们
贴的。”徐长生说，之前贴的
寻人启事时间打错了，孩子
是2月16日出生。

为何现在要帮女儿找亲
生父母？徐长生说，之前一直
没跟女儿提过她的身世，他们
原本希望等女儿成家立业后
再告诉她，但是女儿早就知道
了，“我们迫切希望帮她找到
亲生父母。”

徐长生表示，这么迫切有
两个原因，一是去年6月，女儿
和相恋5年结婚3年的女婿离
婚了，对她的打击非常大；二
是夫妻两人已年过六旬，胡晓
琴身体也不太好。“如果哪天
我们不在了，女儿至少还有个
家，有个依靠。”

其实，女儿并非他们夫妇二人捡
到，而是胡晓琴的表姐胡晓芳（化名）发
现的。当年，胡晓芳在公交公司上班，
1989年2月16日（正月十一）一大早，公
司卖配件的门市外出现了一个刚出生
的婴儿。

“如果是个女孩，我就要了。”当时
胡晓芳有一个儿子，她打开裹着婴儿的
健美裤，发现是个女婴，脐带还没剪断，
浑身血迹未干。她赶紧把婴儿送到附近
的医务室进行简单处理，经检查，女婴
身体健康。

胡晓芳发现，女婴的身边还有一张
纸条，上面写着孩子的出生时间：二月十
六日凌晨零点至一点，并希望捡到者给
孩子取名嘉州（乐山古称），约定每年正
月十五晚上7点左右在旧大桥头见面，暗
号是四根手指（除大拇指）卷着一根。

过了四天，便是正月十五，按照约
定时间和暗号，胡晓芳夫妇和朋友一起
去旧大桥赴约，他们在桥头见到一个年

轻男子，双方互相盯着看了一眼，但都
没有确认，“估计就是孩子的父亲，身高
大概一米六，没有打招呼。”

回家后，胡晓芳想到表妹胡晓琴结
婚多年未生育，而他们也有意收养这个
女婴，便抱给了胡晓琴和徐长生夫妇。
那张纸条上的信息，他们也都看了。“正
月十五晚上七点”，28年来，这条信息一
直萦绕在徐长生心头。

捡到孩子后第二年的正月十五，徐
长生决定去赴约见见孩子的亲生父母，
他瞒着胡晓琴，佯装一个人出去散步，
他卷着一根手指在旧大桥桥头等待，但
等待的结果让他失望：“冬天天黑得早，
没有见到。”

胡晓琴至今都不知，“旧大桥之约”，
徐长生曾连续赴约了五年。“从1990年至
1994年，每年的正月十五，我都是一个人
去的。”徐长生说，他从没见到疑似孩子
父亲的男子，“也许他会认出我，但是我
不知道他，之后我没有再去了。”

5月26日下午，成都商报
记者和徐长生夫妇再次来到
当年其表姐捡到女婴的地方，
当年的公交公司旧址如今已
经建成了温州大厦。提起当年
胡晓芳在门市外捡到女婴一
事，公交公司的多位离退休职
工均证实确有此事。

正在外地旅游的胡晓芳
在电话中表示，当年捡到女婴
后，同事曾告诉她，之后几天
有一名男子多次在公司门市
外张望，可能就是孩子的亲生
父亲。胡晓芳回忆说，当年的
纸条上的字应该就是孩子父
亲写的，字写得很好，后来纸
条原件交给了派出所。

旧大桥即现在的乐山岷
江一桥。据徐长生回忆，跟28
年前相比，旧大桥只是人行道
加宽过，桥的装饰有些变化，
当年旧大桥的东岸还很荒芜，

如今已经建成嘉州长卷嘉定
坊景区，“当时约定是西桥头
见面，变化不是太大。”

徐长生说，现在他居住的
地方离旧大桥很近，没事的时
候，他也会经常到旧大桥走走，
有时甚至也会不自觉地卷起一
根手指，这已经形成多年的习
惯。对于孩子的亲生父母而言，

“每年正月十五旧大桥之约，他
们应该永远也不会忘吧？”

“一个多月前，我给女儿
提过，要帮她找亲生父母，她
不同意，她说‘你们永远就是
我的父母’，我知道她是怕麻
烦，但我更心疼她。”在胡晓琴
看来，28年前，他们抛弃了孩
子，或许是有什么难处，28年
后，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站出
来，再赴旧大桥之约。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28 年 来 的 旧 大 桥 之
约，到底藏有什么隐情？孩
子的亲生父母，如今到底
在哪儿？如果您知道关于
此事的任何线索，请拨打
成 都 商 报 新 闻 热 线
028-86612222，完 成 两 位
老人的寻人心愿。

28年前，乐山的徐长生
（化名）和胡晓琴（化名）夫
妇，收养了一个女婴，女婴包
裹里的一张纸条写着：“每年
正月十五在旧大桥相见”。

神秘
纸条

2月16日凌晨零点至一点，并
希望捡到者给孩子取名嘉州（乐山
古称），约定每年正月十五晚上7点
左右在旧大桥头见面，暗号是四根
手指（除大拇指）卷着一根。

为女
寻亲

徐长生夫妇已年过六旬，女儿刚
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心情一直非
常郁闷。两位老人开始迫切希望寻找
到女儿的亲生父母，“如果哪天我们不
在了，女儿至少还有个家，有个依靠。”

一次特殊寻人
正月十五乐山旧大桥见1

5年执着守候
独自前往 旧大桥旁无人赴约2

如今艰难寻人
旧大桥安在 赴约人何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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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12月1.7万亿元解禁股高悬

证监会：将修改大股东减持规定

徐长生（化名）在街头张贴寻人启事

乐山旧大桥（现在的乐山岷江一桥）

120名学生在三苏祠前书法展示

食药监总局：
“三全”八宝粽和猪肉粽等
5批次粽子不合格

端午节将至，粽子是端午节
必不可少的美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日前通告称，食药
监总局近期组织专项抽检粽子
550 批次样品，发现 5 批次样品不
合格。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个别
项目不合格，其产品即判定为不合
格产品。根据通告，不合格产品情
况如下：

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怀柔店销售的标称北京建
海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小枣粽
子，商业无菌检验结果为非商业无
菌。国家标准规定应该符合商业无
菌要求。

聊城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销
售的标称济南玉成伟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红枣粽和黑香米粽，安赛
蜜检出值分别为0.06g/kg和0.10g/
kg。国家标准为不得检出。

沃尔玛（四川）商业零售有限
公司达州朝阳东路分店销售的标
称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成
都全益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八宝
粽和猪肉粽，两个产品均不符合国
家标准要求的5次菌落总数检验结
果不超过 100000CFU/g 且至少 4
次检验结果不超过 10000CFU/g；
均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大肠菌
群5次检验结果不超过100CFU/g
且 至 少 4 次 检 验 结 果 不 超 过
10CFU/g。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