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科创板的各种配套文件，
近期密集发布。近日，上交所发布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
推荐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这
也是科创板的正式“营业通知”。

三大类七大领域企业
将获得优先重点推荐

市场关注比较高的是，根据交
易所发布的相关文件，三大类七大
领域的企业将获得优先重点推荐。

其中，三类优先推荐下列企业
分别是：（一）符合国家战略、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
技创新企业；（二）属于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
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

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
创新企业；（三）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的科技创新企业。

此外，保荐机构应当准确把握
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重点推荐下
列领域的科技创新企业：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主
要包括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电子信
息、下一代信息网络、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新兴软件、互联网、
物联网和智能硬件等；

（二）高端装备领域，主要包括智
能制造、航空航天、先进轨道交通、海
洋工程装备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三）新材料领域，主要包括先
进钢铁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
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先进无机非

金属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前沿
新材料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四）新能源领域，主要包括先
进核电、大型风电、高效光电光热、
高效储能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五）节能环保领域，主要包括高
效节能产品及设备、先进环保技术装
备、先进环保产品、资源循环利用、新
能源汽车整车、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
件、动力电池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六）生物医药领域，主要包括
生物制品、高端化学药、高端医疗
设备与器械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七）符合科创板定位的其他
领域。

“实力者”的游戏
约300万人可买科创板

上交所预计于3月下旬开始技
术系统全天候测试，这意味着，在
不足一个月时间里，券商和开发商
要加班加点进行系统升级改造。

哪些类型的投资者可以进行科
创板开户，有什么条件，什么时候可
以开始开户？据报道，开立科创板的
门槛是，投资者需在申请权限开通前
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
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并
至少有24个月以上的证券交易经验。

据统计，现在大概有300万投
资者有资格开户。英大证券研究所
所长李大霄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由于科创板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
其风险也比主板大很多，设立适当
的投资者门槛，也是对投资者的有
效保护。 （据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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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号：2413397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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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四川华睿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工程设计
资质证书副本1份， 证书编号：
A251027942-6/6，声明作废。

颐合中鸿(成都)律师事务所 法律咨询热线:� 1552823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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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分
部 玉林南路90号QQ：563972797

房屋租售
●售独栋宜幼儿园13032828088

招 商

声明·公告
●罗永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注册号510106600531522）正
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刘晓薇认购恒大名城公
寓 ， 现将房款 收 据 联 编 号
3005704遗失，特此声明
●四川天奥电梯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551043250P)， 公 章
(上网章号5101009189159) 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李勇购清水路苑38-2-12-4号
合同（备案号1595445）遗失。
●葛娟， 身份证号4306821984�
10080060，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
专业， 本科学位证书 （编号
106144052100）， 本科毕业证书
（编号106141200505060650�）不
慎遗失，特此声明。
●绵阳辉鹰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成都青羊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开具收据壹份 （投标保
证金：10000.00元）编号CDQY-
QYSG0001614；声明遗失。

●徐永冯周亚玲购买成都市蓝
润蓝客城二期4栋1单元2901首
付款收据编号 :0013437号金额
(149440元)交款人:徐永冯周亚
玲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高新区紫荆无名匠人理发店
营业执照 （注册号 51010960�
0345568）副本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四川省谋达人商
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本公司开
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第
三联，发票代码5100173130， 发
票号码06181978，特此声明

●田红，身份证号：32010619680
3111229所持有的成都市职称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2004年6月14日
颁发的高级工程师证书已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赵伟高级工程师证（编号：
06331）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肝脏为什么“长”脂肪了？

脂肪肝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引
起的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引起
的肝脏弥漫性病变，导致肝细胞发
生脂肪变性、肝细胞损伤、肝脏纤
维化的疾病。

脂肪肝有两种原因：
1、酒精性脂肪肝：每天喝酒

的人要注意酒精对肝脏的伤害很
具体，吴泓教授用了一组数据说明
问题：每天喝上喝1两半（80g）到2
两（100g）酒的人，坚持5年，肝脏就
会造成损伤；每天喝4两（200g）酒，
连续10年，就会出现脂肪肝；有每
天大量饮酒（＞200g）习惯的人，就
会出现肝硬化。肝硬化继而很有可
能发展为肝癌。酒精性脂肪肝比起
普通脂肪肝的危害更加严重，所
以，戒酒就是治疗酒精性脂肪肝的
最重要一步。

2、非酒精性脂肪肝：有些患者
没有日常饮酒的习惯，但也被诊断
出脂肪肝，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是主
要原因。比如：喜欢吃油腻的，高
脂、高糖饮食导致营养失调，或有

些患者存在高脂血症，均可诱发脂
肪肝。肥胖，尤其是向心性肥胖，
是脂肪肝发生的重要因素。当体重
指数BMI＜25，非酒精性脂肪肝患
病率为16.4%；当BMI ＞30时，患病
率为75.8%。

此外，吴泓教授介绍，还存在
以下非酒精性脂肪肝情况：糖尿病
性脂肪肝：糖尿病患者体内胰岛
素缺乏或抵抗，造成肝摄取的大量
脂肪酸以脂肪的形式在肝内堆积。
药物性脂肪肝：许多药物通过肝
脏代谢发挥作用，同时也影响肝脏
的正常功能，用药不当可引起各类
型肝损伤从而导致脂肪肝。妊娠期
急性脂肪肝：可能与妊娠期体内激
素紊乱、缩血管物质增多及脂肪酸
氧化障碍有关。

脂肪肝有可能发展成为肝癌。
吴泓教授介绍，虽然单纯性的脂肪
肝 变 成 肝 癌 的 几 率 不 高 ，只 有
1%-2%的可能性，但脂肪肝患者是
肝癌的后备军。所以，当出现轻度
的脂肪肝，您就应该引起重视，抓
住时机将脂肪肝逆转，别等到无能
为力时再追悔莫及。

那么，如何逆转？

吴弘教授推荐这套保肝法则：
两控制，一运动：

1、控制体重：“减”掉肝脏脂
肪。体重超标者，特别是BMI指数大
于30的人，建议在6-12月内有意识
地降低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BMI18.5-22.9）可以减轻脂肪肝程
度和改善肝功能。

2、控制饮食：把脂肪肝“吃”回
去。一方面控制摄入的热量，一方面
优化饮食结构。控制摄入的热量，除
了少吃高油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少
吃坚果类和蛋类之外，三餐别太饱，

“微微饿的感觉是对身体很好的。”
3、勤做运动：全身受益 每天

坚持中等量的有氧运动。45岁以后，
要保证每天半小时的运动，以心率
加快、微微出汗为宜。

4、定期体检，掌握自己健康状
况。推荐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简
单的超声检查、肝功能检查就可以判
断肝脏的健康情况，价格也并不高。

5、及时治疗原发病。有些脂肪
肝可能是由于原发病而诱发的脂

肪肝，比如糖尿病、高血脂等。所
以，想要控制脂肪肝，应该及时去
除病因及诱因，治疗原发病。

这些保肝法，别尝试

护肝药、软肝片，别乱吃！“当出
现肝脏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靠
吃几片药就可以健康回来？怎么可
能！”吴泓教授说，肝脏承担着解毒和
代谢的功能，乱吃药反而会加重肝脏
负担，当情况不断恶化到不可逆的地
步，唯一的出路只有做肝脏移植。

保健品，能不吃就不吃！同所谓
保肝片、护肝片一样，不去医院治病，
靠吃保健品就可以边健康的“朋克养
生”的方式，实在是对自己太下得去
手了！保健品不是药，乱吃反而加重身
体负担，很容易适得其反，爱健康的最
正确方式，还是去医院听医生的。

最后，记者想说：脂肪肝没那
么可怕，但你也不能放任不管，应
该怎么做，相信通过吴泓教授的讲
解，聪明的你都应该清楚了吧~

更多内容、精彩视频，微信扫
码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
公众号，即可查看。 （赵立莹）

这种“胃病”别拖延，
当心是“癌中之王”找上你

胰腺癌素有“癌中之王”之称，它多
发于中老年人，但目前已有年轻化的趋
势，且男性高于女性。其可怕之处在于
临床表现没有特异性，易混淆、难发现，
病程短、进展快，其中85%的患者被诊断
时已处于晚期，失去了最佳手术时机。
胰腺癌虽发病率不是特别高，但死亡率
却位居全国恶性肿瘤第6位，可谓可怕！

早期胰腺癌几乎没有不适，或表
现为轻中度的饱胀、隐痛或钝痛、乏
力、食欲不佳、消化不良等症，或因其
功能减退，出现脂肪泻，而这些很容易
与消化道疾病相混淆，从而被忽视或
误诊。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胰腺癌呢？
哪些人群又是高危人群呢？

3月7日下午15：00点，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医师、硕士研究
生导师、医学博士、一级肿瘤学专家廖
正银教授将来到名医大讲堂的讲座现
场，为大家科普胰腺癌相关知识，机会
宝贵，千万别错过哦。

如何参加？扫码关注“成都商报四
川名医”，点击底部栏目条“名医大讲
堂”免费报名参加讲座。

■活动时间：2019年3月7日（周
四）下午15：00点

■活动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院
街1号 亚太大厦4楼成都商报四川名
医健康教育基地（地铁3号、4号线市二
医院站B口出，右行300米） （江瑾然）

报名参加或收
看“名医大讲
堂”，扫码关注
四川名医

下期预告下期预告

脂肪肝可逆转，也可能发展成癌！
华西吴泓提醒：这5点很关键

脂肪肝，是中国居民第
一大肝脏疾病。据统计，中国
成人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
可达15%，也就是说，平均
每20个人里，就有3个脂肪
肝患者。

你对待身体是什么态
度，身体就会回馈给你什么
结果。“别以为脂肪肝可以不
管，脂肪肝可以逆转，也存在
恶化成肝癌的可能。”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肝脏外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一级专家吴泓
教授在上周三（2月27日）的
名医大讲堂现场上讲道。

吴泓教授

昨日，A股三大股指展开剧烈
震荡，沪指高开突破3000点后，盘中
一度涨逾3%，最高涨至3090.80点，
午后震荡回落，最终收报3027.58
点，日K线收出长上影线；深成指与
创业板指分别大幅收涨2.36%与
3.31%，但也都收出了长上影线，两
市合计成交再破万亿元，达到10465
亿元；行业板块全线上扬。

君茂资本合伙人李守强告诉
记者，大盘重回3000点，动力来自
于一系列政策的利好加持，给市场
注入了信心和流动性。另外从定量
分析来看，沪港深三地都出现了整
体的低估值，预示着下跌空间有
限，未来上涨的潜力较大。“我们认
为这一轮上涨不能用简单的‘反
弹’来定义，指数已经出现了技术
性牛市。但这一轮上涨更多的是对
过去极度悲观情绪和估值低位的
双重修复，大盘突破3000点，这种
修复已经接近尾声。”

贵州茅台盘中市值破万亿

“A股一哥”贵州茅台昨日盘中
一度达到了798.33元的最高价，若
按前复权计算，贵州茅台股价再度
刷新A股纪录，最高市值也突破万
亿大关。事实上，贵州茅台股价一直
高居A股榜首，同时也是A股最赚钱
的食品公司。贵州茅台股价从上周
就已经开始大涨，3月4日，贵州茅台
收报781.86元/股，较去年10月30日
的509元/股的低点已上涨53.6％。

科技股将迎来春天？

千波资产研究中心指出，指数
大涨主要是因为首先是货币政策
拐点的来临，2月15日公布的1月信
贷数据，新增信贷、新增社会融资
规模均创历史最高纪录，给市场注
射了“强心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环境有利于市场反弹；其次监管
的松绑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投资氛

围，在赚钱效应刺激下，中小投资
者纷纷加仓；第三，包括外资、银保
资金和养老金在内的多路增量资
金入市对市场信心有很大的提振；
第四，随着诸多利空释放接近尾
声，人们对后市悲观情绪正在逐步
消退，“人心思牛久矣”，“我们认为
底部已经探明，反转正在进行，年
内反弹高度目前看到3587~3650。”

金鼎资产董事长龙灏认为，科
创板离我们越来越近，后期市场将
是科技股的春天，在站稳3000点之
后的第一目标位在3200~3300点。

君茂资本合伙人李守强表
示，我们始终对长期有信心，但是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国内经济的
压力依然比较大。近期指数出现
了亢奋式上涨，但当下经济基本
面并不支撑指数持续性亢奋式上
涨。虽然市场领先于基本面，但我
们依然需要密切跟踪基本面与市
场估值、情绪的匹配度，谨慎应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复苏情况直
接制约上涨高度。

对于后市，千波资产研究中
心指出，2019年是5G投资元年，强
烈看好5G从上游光纤光缆、天线
射频、设备供应商到下游的终端
设备、应用场景的跨年投资机会。
其次医药板块在遭受行业性利空
杀跌后，将会在上半年迎来罕见
的底部，对标塑化剂事件对白酒
行业的影响，今年是配置优质医
药股的最佳时间。行情持续回暖，
券商保险等强周期板块具备更大
的业绩弹性，是指数上涨初期表
现最好的板块之一。

金鼎资产董事长龙灏说，他们
加大了对科技股的跟踪与布局，在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
源、节能环保及生物医药的战略新
兴产业进行挖掘，坚持认为“科创
板引爆的行情”一定是科技股牛市
的春天。 （据每日经济新闻）

沪指站上3000点 科技股将迎来春天？
3月4日中午，中国移动官方微信号

及中国电信官网几乎同时宣布，中国电
信董事长杨杰调任中国移动，担任董事
长、党组书记。

中国电信官网新闻中心栏目显示，
3月4日，因工作调整，杨杰同志不再担
任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
书记，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组书记。

而中国移动官方微信号则表示，
2019年3月4日上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
中央组织部张建春副部长宣布了中央
关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
领导调整的决定：杨杰同志任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免去尚冰同志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有关职
务任免按有关法律和章程办理。

据公开资料显示，杨杰1962年7月
出生，1984年8月参加工作，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1984年杨杰于北京邮电学院无
线电工程专业毕业，获得工学学士学
位，2003年获挪威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
学位。杨杰曾任山西省邮电管理局副局
长，山西省电信公司总经理，中国电信
集团公司北京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电信
北方电信事业部总经理等职。

而尚冰曾历任辽宁省经委技术局
干部，辽宁省工业技术开发中心副主
任、主任，辽宁省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中国联通辽宁分公司
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临时党
委书记。从2011年3月开始，历任副总经
理、总经理、党组成员，集团公司党组书
记、副总经理。2011年7月任工业和信息
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15年8月任中
国移动董事长。

业内人士表示，电信业高层每三到
四年轮换任职是惯例。目前，尚不清楚
杨杰的接任者是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程

时隔8个多月之后，沪指终于再次
站在3000点整数关上方。前几天，达哥
还在说，3000点只是本轮行情的小目
标，转眼间这个目标已经达成。而市场
下午的冲高回落，究竟有怎样的含义，
接下来大盘有将出现怎样的变化？

尽管很多人的关注焦点都在科
创板上，但是这并不妨碍行情沿着上
周的趋势强势运行。昨天一开盘，沪
指高开21个点，直接站上3000点，随
后成交量持续放大，似乎不给踏空者
任何低吸的机会，指数直接向3100点
发起攻击。

这种强劲的势头，暂且把它理解为
激进派投资者在看清趋势之后，果断杀
入市场的一种决心的体现。

但是，市场是否真的会如我们期
望的那么强，还有待观察。毕竟，从理
性的角度看，这一波行情，指数累积
了一定的涨幅，尤其是创业板指数，
日内最大涨幅又超过5%。即便是再强
的行情，也需要休息的过程。更何况，

最近也是刚刚从极弱的市场环境中
复苏过来。

昨天有一个新的热点出现，那就是
4K超高清电视这个题材。3月1日，工信
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印发《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19-2022年）》。《计划》指出，按照

“4K先行、兼顾8K”的总体技术路线，大
力推进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和相关领
域的应用，2022年，我国超高清视频产
业总体规模超过4万亿元。

关于4K超高清，喜欢看电视的朋友
不会陌生，电视机上早就有相关的选择
出现。既然超高清时代来临，我们很多
人的生活也因此会被改变，那么其可能
存在的投资机会，也还是可以关注的。
昨天，四川长虹、佳创视讯、湖北广电、
海信电器、歌华有线等不少与此相关的
个股都涨停。对于这个题材，我觉得还
是可以跟踪一下。

最后简单说一下后市的看法，3000
点这个小目标算是达成了。同时，去年6
月19日留下的向下跳空缺口，昨天也完
全回补。不过，站上3000点之后，市场可
能还会有反复争夺的可能，而昨天的冲
高回落，也显示出了分歧较为明显。

对于大的方向，我认为依然维持看
好的态度，市场虽然很强，还没有到

“疯”的地步。如果有一天，我都感到市
场太疯狂了的时候，那到时候可能才真
的需要小心了。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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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高回落 市场还会反复争夺吗？

中国电信董事长杨杰调任中国移动董事长

科创板上市推荐指引
三类企业将获得优先推荐

1 符合国家战略、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
市场认可度高的
科技创新企业

2 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
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企业

3 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和
制造业深度融合
的科技创新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