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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商
●奥门免安装麻将15608220565

声明·公告
●税涵身份证51070319970808�
0711于2017年6月遗失， 郑凌峰
身份证 350424199703200011于
2015年12月遗失， 谢昊辰身份
证 511321199610010434 于 2015�
年12月遗失。遗失之日起，非本
人使用造成的后果与本人无
关，特此声明。
●声明： 赵晶在2019年3月9日
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号：
200951008810），现声明作废

●海伦堡商管收款收据遗失（
编号：0004474、 摘要： 诚意金
10000元、交款人：李辉）特此声
明作废。
●武侯区鼎新机电设备经营部
公司法人章（法人名荣建全， 号

码5101008784148）遗失作废，特
此声明。
●姓名陈智全， 身份证号码510�
131198912280516， 证书名称：社
会工作师登记证书， 编号：00�
033900，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市柿饼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章(章号5101095420838)、法人章

(法人名: 徐永昌， 章号510109�

5420840)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房屋租售
●售独栋宜幼儿园13032828088

微信号：miumiu19890815
QQ号：2413397691
QQ号：847451695

颐合中鸿(成都)律师事务所
法律咨询热线:� 15528233388
特别提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核查
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及合法有效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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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5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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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股市未来的走势，春节之
后，A股市场也终于迎来了大场面，在疯狂了这么久
之后，昨天再次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调，值得注意的是
创业板，创业板指数跌幅达4.49%，达哥觉得，这主要
是前期涨幅更大所致。

观察盘面，对市场出现冲击较大的，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前期炒作较为凶猛的游资，昨天继续受到压
制。比如跌停的岷江水电、汉得信息、顶点软件等，在
涨幅过大之后，都是游资猛票。而且很多跌停的个股，
都是收盘前一小时突然跳水杀跌停，这与上周五的调
整有些类似。另外，突然冒出来很多公司的减持公告，
这对市场来说存在不小的冲击。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因素外，其他倒是没有看到
太多不利的因素。两市成交额继续维持在万亿元之上，
像中国平安、招商银行、贵州茅台等权重股，这些前期
没有随着市场疯狂的大盘股，其实表现是非常稳定的。
大盘如果像现在这种状态，涨两天，回调一下，涨几天
再回调一下，反而可能是好事，有利于行情的延续。

另外，创业板昨天跌幅较大，创业板指数跌幅高
达4.49%，这也让人有些担忧。短期看，昨天创业板指
数的阴线幅度确实有些大，但如果从今年这一波行情
的走势来看，昨天才是首次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还
不足以说明问题。同时，创业板指数在2月25日和3月
4日，出现了两个较大的向上跳空缺口，这已经说明了
创业板这波行情的力度。

所以，我初步判断，现在还不必为大跌而悲观。
（张道达）

3月13日据《东方日报》等香港媒体消息，明星大
S的婆婆、“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因为隐瞒资产，被法院
认定为蔑视法庭，判刑1年，法官下令拘捕她到案。当
天，张兰委托段和段（北京）律师事务所发出声明，称
媒体报道不属实，目前相关案件还在等待法院排期开
庭，尚未做出最终裁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致电俏江南相关负责
人，对方表示，目前俏江南正常运营中，张兰已经退出许久。

张兰多次想带领俏江南上市，但屡屡受挫。2013
年，香港私募股权基金CVC对俏江南进行收购，以逾
2.86亿美元的价格控股82.7%，张兰仍继续担任俏江
南董事长。2015年，CVC与张兰闹翻，CVC指责张兰挪
用款项，双方对簿公堂。

据《东方日报》报道，香港法院在该案中对张兰发
出禁制令。不仅冻结其资产，还禁止其转移、出售在香
港及香港之外约5100 万美元的资产，并下令她所有
超过50万元港币的资产都必须申报。不过，香港法院
发现张兰并未按规定申报，于2018年3月裁定张兰的
行为蔑视法庭。

对此，据上观报道，张兰于3月13日通过段和段
（北京）律师事务所发声，称香港法院于2018年3月作
出一审裁决，已经驳回CVC4项不实质控，仅保留其
中1项指控。张兰已经提出上诉，目前还在等待排期
开庭，尚未做出最终裁决。

而据香港媒体《明报》报道，该案法官曾于2月28
日表示，由于张兰没有意图补救或道歉，也没有理由
解释为何未能出庭，甚至持续蓄意违令拒绝交代资产
清单，法官认为判张兰即时监禁是最后必须的手段。3
月5日，香港高院判张兰即时监禁12个月。

对此，张兰的律师发表声明称，目前媒体刊发的
报道中存在诸多不实信息，已经对张兰女士的名誉造
成严重损害，张兰女士保留针对不实报道追究相关人
员人之法律责任的权利。

3月13日，记者致电段和段（北京）律师事务所，但
对方未有回应。同天，记者致电俏江南相关负责人，对
方表示，目前俏江南正常运营中，张兰已经退出许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杨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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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二期 本专栏由刘松山医生每隔周四发文

刘松山

有毒接触，出血不止！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 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四川省拔尖中医师
微博：四川省中医院血液科刘松山
微信公众号：松山医学在线

事件回放：

故事1：37岁赵先生，近三天突然白天
黑夜牙龈出血不止，胃肠道大出血、尿血
不止已近1周了，追问后得知：近期曾在家
中的碗柜中发现一只被毒死的老鼠，分析

可能无意间接触了老鼠爬过的碗筷，而老
鼠可能是鼠药中毒。

故事2：45岁康先生，近一周来，无缘无
故皮肤淤青，牙龈出血不止，追问后发现：1
月前听朋友介绍“马蜂酒”活血除风湿、预
防冠心病，饮酒十余天即双下肢、躯干腹部
大片淤斑，牙龈出血、口腔血疱、小便出血，
检查凝血指标异常，确认“马蜂酒中毒”。

松山医话
１、有毒接触
鼠药中毒、马蜂叮咬、毒蛇咬伤仍有

可见中毒症状，轻则皮肤红肿疼痛，重则
头晕头痛、胸闷恶心等全身性的中毒症
状，或者身体多处部位发生不同程度的出
血现象。鼠药无味、无臭，人与鼠接触鼠药
并没有异样感觉，接触过鼠药的老鼠所爬
行的范围都是中毒区域。常用鼠药毒鼠强
属于“双香豆素”类物质，引起凝血功能障
碍、持续出血不止即是杀鼠原理，同样能
引起人体凝血功能异常而出血，比如牙龈
出血。马蜂及毒蛇的毒液中含高过敏物引

起皮肤过敏、红肿疼痛甚至皮肤紫黑，中
毒严重或者过敏性休克会危及生命，毒素
中所含复杂的化学成分与鼠药具有同样
的干扰凝血功能的副作用，破坏血液凝固
造成不能凝血、不能止血而出血不止。

2、出血不止
出血与止血是相互关联的动态平衡关

系，由血管、血小板、凝血因子等因素决定。
血小板与凝血因子的聚集形成血凝块，在血
管破裂后予以堵塞填充以止血，血块形成不
良则止血失败，两者数量及功能决定出血与
止血的结局。鼠药、蜂毒、蛇毒破坏凝血功能
主要是影响凝血因子而导致出血，与能够破
坏凝血功能的恶性肿瘤、严重感染等疾病引
起的出血有相似表现，即身体各个部位的持
续性、广泛性出血不止，表现牙龈、鼻腔、皮
肤、胃肠道、泌尿道、内脏器官等部位同时出
血、严重大出血。酒精浸泡能否解除蜂毒、蛇
毒值得怀疑，或是饮用蜂酒、蛇酒后中毒原
因。不能尽快认识中毒原因、毒素不能排出
体外，是出血不止的原因。

3、中毒防治
蜂毒、蛇毒易察觉而鼠药中毒常悄然

无声，对出血与凝血认识不足导致判断与
诊治延迟。在老鼠出没、家人或邻居投放
鼠药的区域容易引起中毒，如果该区域的
人群出现了不明原因、持续不止的牙龈
血、皮肤青紫等出血时就要有警觉，检查
时血小板数量正常而凝血指标却明显异
常。曾有报道，食用路边烧烤摊的烤肉后
牙龈出血，小孩拾到路边的爆米花食用后
皮肤青紫，最终查出含有鼠药，或是毒死
的老鼠、毒杀老鼠的食品。鼠药排出体外
耗时数月至半年，治疗周期短于体内毒素
排出时间，将再次凝血异常而出血。在排
除恶性肿瘤等全身疾病引起凝血异常性
出血后，治疗予以凝血因子和维生素K的
补充，并足量补液以加快毒素排泄。

《松山讲坛》爱心讲座3月23日上午
10点开讲，之后每隔一周的周六上午举
行，地址：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学术
厅，咨询：028-69982575。

俏江南创始人张兰被判监禁一年？
张兰律师称报道不实

涨几天回调一下，是好事？

这两天，特斯拉降价、关店等的一系
列风波引起了不少的“焦虑”。

3月初，特斯拉宣布全面降价。特斯拉
的官网显示，共8款车型的售价将进行下
调，最多的一款降幅高达34.11万元。不过，
十天后特斯拉又宣布提价3%，提价幅度小
于降价。此外，特斯拉将在中国本土生产
电池的消息也被认为是特斯拉进一步“国
产化”的标志。

这次降价行为既引发了国内消费者的不
满，也给予了国内新能源车企更大的压力。

3月11日，中汽协秘书长助理许海东
在中汽协的信息发布会上称，“特斯拉降
价及在中国建厂，对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来
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特斯拉都已经到
家门口了”，车和家CEO李想也发布微博
感叹，“好日子快要结束了”。

特斯拉“掉头”
从降价到涨价，
从关店到只关一半

作为新能源车企的风向标，最近的特
斯拉“风向”复杂。

3月1日，特斯拉宣布在售的8款车型
进行价格下调。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
Model 3降幅为2.6万～4.4万元；Model S
降幅为1.13万～27.75万元；Model X降幅
为17.45万～34.11万元；其中，Model X
P100D降幅高达34.11万元。这是自去年11
月至今特斯拉在中国市场进行的第3次价
格调整，也是特斯拉自去年以来降幅最大
的一次。

与降价同时发布的消息是，特斯拉宣
布计划关闭绝大多数门店，并将销售转至

线上，以节约成本。一时间，引起了诸多车
主的不满。公开报道显示，上海、北京多家
特斯拉门店出现特斯拉车主联合“维权”
的情况。

不过，10天以后，美东时间3月10日，
特斯拉发布涨价消息。上调旗下部分车型
在全球市场的销售价格，平均涨价幅度为
3%，售价3.5万美元的Model 3除外。同时，
特斯拉关闭的线下门店数量将是此前宣
布的一半。

除了降价涨价的消息，特斯拉与宁德
时代（300750.SZ）就电池订单进行磋商的
消息不胫而走。有消息称，特斯拉正在与
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谈判，希望向后者采
购充电电池，为特斯拉在上海工厂开始组
装的Model 3车型提供动力。

但3月12日，宁德时代发布澄清公告
称，截至目前，公司未与特斯拉公司达成
合作意向，未签署任何商务协议。

不过不论是否已达成合作意向，特斯
拉CEO马斯克也早在社交媒体上称，特斯
拉将在中国本土生产电池，电池供应可能
来自多家公司，以及时满足电动汽车电池
需求。业内认为，这是继1月7日特斯拉在
上海的超级工厂开始动工以后，又一“国
产化”的标志。

竞争压力加剧
造车新势力
提出年产10000辆

3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2
月份全国汽车产销数据。

汽车产、销齐降的情况下，新能源汽
车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具体而言，

今年2月，全国汽车生产141万辆，同比下
降17.4%，销售148.2万辆，同比下降13.8%。
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5.92万辆和5.29
万辆，同比增长50.9%和53.6%。

也就是说，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仍
然是一块在高速增大的蛋糕。对于这块蛋
糕，不仅特斯拉虎视眈眈，吉利、奇瑞、比
亚迪等中国传统汽车品牌也势在必得。此
外，在2018年，被视为中国“造车新势力”
的蔚来汽车、威马汽车、小鹏汽车们更是
显得来势汹汹。

在3月11日下午中汽协的信息发布会
上，中汽协秘书长助理许海东也表达了特
斯拉“国产化”后对中国车企的担忧，他认
为，特斯拉降价及在中国建厂，对中国自
主品牌汽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由于特斯拉良好的品牌效应及营销
能力，如果按照此前的计划，上海工厂未
来年产能可达到50万辆的话，会加剧整个
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压力。”许海
东称。

而在国内市场中，吉利、奇瑞、比亚
迪、北汽、荣威等品牌纷纷布局新能源车
业务，且在乘联会发布的2月新能源汽车
销量排行榜上位列前五，已经拥有了品牌
信任度和大批忠实用户。

相比而言，“造车新势力”或许更为
“焦虑”。

威马汽车合伙人、资深副总裁徐焕新
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时
称，宝马、特斯拉的全面量产和推进市场，
给了“造车新势力”们很大的压力。“在未
来的两三年，新势力最大的挑战在于能不
能拿出车。窗口期就这么多，能活下来的
也就只会剩下两三家。”而对于很多车企

而言，这个“拿出车”的量产目标是在2018
年完成10000辆。

谁能笑到最后
“头号玩家”
有的完成销量 有的拿到融资

“特斯拉都已经到家门口了”，对于特
斯拉的降价，车和家CEO李想发布微博感
叹。他认为特斯拉Model 3补贴价格很可
能在25万到27万元之间，呼吁“各位汽车
行业的前辈和大哥们”重视起来，“时间不
多了，好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其实，不仅要面临特斯拉等车企的量
产，国内的“新势力”还将面临今年新能源
补贴政策的进一步退坡，国内的新能源车
企、尤其是“新势力车企”将要面临更加残
酷的“淘汰赛”。

在被问到“看好哪些造车新势力”的
问题时，徐焕新没有直接回答，但除了自
家品牌以外，他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记者表达了对蔚来汽车的看好。实际
上，除了威马汽车，蔚来汽车也被公认是

“造车新势力”的“头号玩家”。
其实，在“造车新势力”中，也只有蔚

来汽车在2018年完成了1万辆的销量。但
最近的蔚来汽车却过得不太好：说好的自
建工厂项目忽然停了。

3月6日，蔚来汽车发布2018年财报
时宣布，近期已停止位于上海市嘉定区
的生产基地建设计划，战略将聚焦于整
车制造合作模式。另外，从蔚来汽车的业
绩来看，从2016年到2018年，蔚来汽车净
亏损分别为25.73亿、50.21亿、96.39亿，三
年来每年的亏损额与日俱增，累计亏损
已达172.3亿。

对于威马汽车而言，倒是有好消息传
来。3月8日威马汽车宣布宣布，获得总额
30亿元的C轮融资。资料显示，此次威马的
融资由百度集团领投，太行产业基金、线
性资本等参与投资；而本轮融资将主要用
于用户体验与技术研发。此次融资后，威
马汽车累计融资金额接近230亿人民币。
不过威马也没能完成“2018年内实现1万
辆交付”的量产目标。

而号称2月底开始量产的首款新能源
汽车“小鹏G3”的小鹏汽车，到如今也迟迟
没有量产交付的消息。但面对特斯拉降价
等消息，小鹏汽车CEO何小鹏发布长微博
称“大家高估了特斯拉在中国的竞争力”。

不过，小鹏汽车倒是在“挖人”上动作
频频：近日宣布，前东风标致销售部部长、
市场部副部长刘培出任销售副总经理。此
前有消息称一汽大众公关总监李鹏程出
任小鹏品牌公关总经理；广汽丰田品质保
证部及质量管理部部长宫下善次出任小
鹏汽车生产质量高级总监。

内有量产交付的“忧”，外有其他车企
竞争的“患”，哪些“造车新势力”会笑到最
后？“现在走在前面的，不一定能走到最
后。”徐焕新称。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图据东方IC

11月月77日日，，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开始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开始
动工动工，，按照计划上海工厂年产能可达按照计划上海工厂年产能可达5050万辆万辆。。
同时同时，，特斯拉特斯拉CEOCEO马斯克也在社交媒体称马斯克也在社交媒体称，，特特
斯拉将在中国生产电池斯拉将在中国生产电池。。特斯拉就此一步步特斯拉就此一步步
走向走向““国产化国产化”。”。

昨日，市场再次出现较大震荡，沪指下跌
33.36点，以3026.95点报收，跌幅1.09%；创
业板指数大跌79.57点，以1693.86点报收，
跌幅高达4.49%。

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加剧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加剧。“。“造造
车新势力车新势力””们压力更大们压力更大，“，“在未来的两三在未来的两三
年年，，新势力最大的挑战在于能不能拿出新势力最大的挑战在于能不能拿出
车车。”。”这个这个““拿出车拿出车””的量产目标是在的量产目标是在20182018
年完成年完成1000010000辆辆。。

全国汽车
生产141万辆
同比下降17.4%
销售148.2万辆
同比下降13.8%

新能源汽车
生产5.92万辆
同比增长50.9%
销售5.29万辆
同比增长53.6%

（今年2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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