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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203期开奖
结果：92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1086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6 08 10 14 28 29 蓝色球
号码：0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03期开奖结果：959，直选：

7271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9576注，每注奖金346元。
（40400094.7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03期开奖结果：95971，一等奖
36注，每注奖金10万元。（401863847.9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088期开奖结果：975625+5，
一等奖0注；二等奖4注，每注奖金77942元；三等奖13注，每
注奖金3000元。（208366661.8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84期：
0033100011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084期：0330122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9月30日)

足
彩

上周，A股市场出现大幅波
动，上证指数下跌4.31%，3400点
整数关被跌破。但在大幅波动的
同时，市场分化也在加剧，创业板
指数全周累计只跌了0.86%，周K
线收出带长下影线的阴十字星，
而科创50指数上周则是逆市上涨
了1.77%。

博士：达哥，你好。你对上周
的行情怎么看？

道达：从上周的表现来看，以
贵州茅台、五粮液等为代表的消
费类白马股继续下跌，贵州茅台
周跌幅超过11%，五粮液周跌幅
超过18%，水井坊大跌28.77%，重
庆啤酒跌了20.32%。

很明显，曾经抱团的这些领
域，现在资金在大规模退潮。这些
板块，很多股票已经跌破了今年
春节后的低点，创出了年内新低。

这些板块的下跌，对指数的
杀伤力是很大的。

上周，市场最大的热点还在
储能、光刻胶、锂电池等领域。其

中，上能电气周涨幅高达96%，这
是储能板块的典型代表。另外，周
中我们在早评中提到的、被大基
金二期增资子公司的南大光电，
本周累计涨幅接近70%。

牛博士：接下来如何应对，是
去追芯片股、锂电池股，还是继续

“躺平”等待大盘反弹？
道达：上周过热的板块，这周

继续去追高，可能会面临调整的
风险，但如果你还持有白酒等前
期抱团的公司，还想继续“躺平”
等待反弹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可
取的。无论短期去不去追高，我觉
得在意识上、在策略上，需要立刻
将思路进行调整。

另外，如果对于芯片股、锂
电池板块等短期有畏高情绪，
那么疫苗股还是值得关注的。
目前，A股市场主要疫苗股包括
沃森生物、复星医药、智飞生物
等。其中，沃森生物和复星医药
是龙头。

（张道达）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智能网
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
规范（试行）》（简称《管理规范》），
该《管理规范》对道路测试与示范
应用主体、驾驶人及车辆、交通违
法及事故处理等进行了规定，自
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根据《管理规范》，道路测试
是指在公路（包括高速公路）、城
市道路、区域范围内等用于社会
机动车通行的各类道路指定的路
段进行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
功能测试活动。

对初始申请或增加配置相同
的示范应用车辆，应以自动驾驶
模式在拟进行示范应用的路段和
区域进行合计不少于240小时或
1000公里的道路测试，在测试期
间无交通违法行为且未发生道路
测试车辆方承担责任的交通事
故。拟进行示范应用的路段或区
域不应超出道路测试车辆已完成
的道路测试路段或区域范围。

在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

方面，《管理规范》明确，道路测试
车辆、示范应用车辆应当遵守临
时行驶车号牌管理相关规定。未
取得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开展
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

同时《管理规定》中提出，道
路测试、示范应用主体、驾驶人均
应遵守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严格依据道路测试或示范应
用安全性自我声明载明的时间、
路段、区域和项目开展工作，并随
车携带相关材料备查。不得在道
路测试或示范应用过程中在道路
上开展制动性能试验。

在道路测试、示范应用期间
发生交通事故时，当事人应保护
现场并立即报警。造成人员重伤
或死亡、车辆损毁的，道路测试、
示范应用主体应在24小时内通过
信息系统将事故情况上报省、市
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未按要求
上报的可暂停其道路测试和示范
应用活动24个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卢燕飞

9月1日起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规范施行

发生人员伤亡、车辆损毁应在24小时内上报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证监
会新闻发言人1日就中国企业赴
美上市信披要求增加答记者问。

问：近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SEC）发布声明，增加了对中
国企业赴美上市的信息披露要求。
请问中国证监会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美两国资本市场作为
全球重要的市场，相互联系日益
紧密，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者、
金融机构相互参与对方市场，加
强监管合作是必然的选择。我们
注 意 到 美 国 证 券 交 易 委 员 会
（SEC）的有关声明，特别是对上
市的信息披露方面提出了新的要
求。两国监管部门应当继续秉持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就中
概股监管问题加强沟通，找到妥
善解决的办法，为市场营造良好
的政策预期和制度环境。一直以
来，我们对企业选择上市地持开
放态度，支持企业依法合规选择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企业不管在
哪里上市，都应当符合上市地、运

营地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当前，中国主管部门对有关行业
进行规范管理，目的是统筹发展
和安全，促进市场主体持续健康
发展。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
中，中国证监会将与有关部门密
切沟通，进一步统筹处理好投资
者、企业、监管等各方关系，进一
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透明度和可预
期性。

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国
策坚定不移，金融对外开放的力
度会不断加大。下一步，将继续推
出更多务实的开放举措，推动中
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
定恢复、稳中向好，一大批优秀企
业蓬勃发展，资本市场的优质投
资标的不断增多。只要上市公司
经营状况是好的，质量是高的，生
态是不断改善的，自然会得到投
资者的青睐。我们对中国资本市
场的前景判断是可预期的，是可
持续健康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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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高，还是“躺平”？
——道达对话牛博士

在美容产品领域，目前最受市场青
睐、也是最常用的两类美容产品是玻尿
酸和肉毒杆菌。在注射类医美项目中，
玻尿酸的占比高达66.59%，是目前应用
最多的皮肤填充剂。

然而现今玻尿酸这条赛道愈发拥
挤，产品也较少有重大技术突破，“再
生”市场就成为医美领域下一个关注
的赛道。

不同于玻尿酸和胶原蛋白填充剂，童
颜针并不是单纯的物理填充，而是通过刺
激宿主的免疫反应，吸引皮下大量的巨噬
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合成胶原蛋白，弥
补胶原蛋白的流失，恢复皮下容量。

今年以来，童颜针合规化进程明显
加快。除了圣博玛生物，医美赛道的头
部企业爱美客（300896.SZ）申报的童颜
针产品同样获批，即将成为继长春圣博
玛后，第二家获得童颜针产品上市许可
的生产企业。

除了童颜针，再生材料的医美注射
产品主要还有少女针，少女针也属于胶
原蛋白增生剂，适应症也基本相同，有
业内人士将少女针称为“童颜针二代”。

目前少女针产品中，华东医药旗下
的少女针（Ellanse）系列产品是主流，有
S/M/L/E四款产品，其中Ellanse-S已于
2021年4月取得II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信披要求增加答记者问

两国监管部门应当继续秉持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告诉红星资本
局，童颜针热度很高，在业内很受关注。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业内专家指出，医
美注射领域发展到今天，填充剂的使用无疑
遇到瓶颈，而刺激自身组织安全生长、效果
自然的“再生材料”，将成为医美行业下一个
风口，甚至会是一个颠覆性的材料领域。

中泰证券研报显示，对于童颜针未来
市场的分析，短期主要看牌照，长期竞争
力看产品价格和渠道推广效果。

看懂研究院经济学者王赤坤认为，童
颜针是市场需求催生的一个细分新兴行
业，这个赛道方兴未艾，整个成长生命周
期阶段，行业消费快速增长，行业市场处
于增量市场，行业竞争不是非常激烈，市
场处于卖方市场，拥有定价权，行业毛利
很高。但另一方面，行业发展初期，市场教
育不够和市场消费渗透率不高，企业需要
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为整个行业
教育市场、培养消费用户，这个过程尚存
在不确定性。

美械宝医学平台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采购与供应分会会长
覃兴炯，在接受红星资本局采访时谈到，

“如今不少医美顾客还是比较讲究‘快餐
文化’，付了钱就希望马上看到效果。在这
方面，童颜针还面临一些挑战。”

覃兴炯表示，通常来说，童颜针维持
时间为1-2年（3-4次/疗程，每次间隔
4-6周）。作为一种生物刺激剂，童颜针的
作用不是即刻产生的，需要一个缓慢的
病理生理反应过程，“而童颜针临床效果
会达到什么样的状态，目前还存在诸多
不确定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媛
实习记者 申梦芸

童颜针童颜针来了来了
注射医美进入

价格暴涨90%，还有工厂库存告急

建筑玻璃行业发生了什么？
今年以来，建

筑玻璃价格一路
走高。

7月30日，山
东某建筑玻璃厂负
责人对红星资本局
称，新一轮的涨价
潮大约自今年清明
节开始，不同产品
涨幅不同。具体而
言，广泛应用于建
筑领域的浮法玻璃
价 格 已 涨 至 约
3000元/吨，去年
同期约为1500元/
吨 ，涨 幅 约 为
100%。

红星资本局了
解到，在今年建筑
玻璃涨价前，去年
光伏玻璃也曾掀起
涨价潮。多番涨价
背后，与玻璃行业
产能缺口、原材料
价格上涨、及传统
销售旺季需求上涨
相关。

“处于中下游
的小企业，无法左
右大宗商品的涨
跌。”7月31日，广
东光之典照明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金辉
向红星资本局感
叹，公司目前已承
担了较大压力，“若
未来持续涨价，只
能随行就市，向终
端消费者传导”。

“现在玻璃的价格每天都在更新，我们
已经不敢揣测行情了。”7月31日，河北一家
建筑玻璃厂的工作人员对红星资本局说道。

去年下半年至今，先是光伏玻璃价格
大涨，涨幅一度接近翻倍；然后建筑玻璃价
格节节攀升，掀起新的涨价潮。

山东一家建筑玻璃厂对红星资本局表示，
新一轮涨价潮大约自今年清明节开始，不同产品
涨幅不同，目前浮法玻璃价格已涨至约3000元/
吨，去年同期约为1500元/吨，涨幅约为100%。

根据中国玻璃期货网数据，截至2021
年7月25日，全国建筑用白玻平均价格为
2956元/吨，环比上周上涨116元，涨幅4%；
同比去年上涨1382元，涨幅87.8%。

价格上涨的同时，建筑玻璃库存也在
相应减少。

中国玻璃期货网数据显示，截至7月25
日，全国建筑用白玻库存2323万重箱，环比上
周减少105万重箱；同比去年减少2427万重
箱。隆众资讯也显示，截至7月29日，全国玻璃

样本企业总库存1725.12万重箱，环比下降
5.33%，同比下降61.34%，库存天数8.32天。

也就是说，全国的玻璃，目前大概只有
一星期的库存。据央视7月29日报道，广东
已有玻璃厂出现库存告急的情况。

红星资本局致电广东、山东、江西等多
家玻璃厂后，工作人员均表示，尚未出现库
存告急的情况。但上述河北玻璃厂员工则
表示，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库存告急的情况，
但建议客户尽早下单。

建筑玻璃价格一年涨幅87.8% 部分企业库存告急

作为光伏、建筑、汽车、家电等行业的
上游供应商，玻璃行业一直受到资本市场
的关注。一轮又一轮涨价的背后，或与玻璃
产能供应紧密相关。红星资本局了解到，玻
璃行业作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此
前曾受到限产政策限制。但去年下半年以
来，光伏产业需求旺盛，光伏玻璃产能供不
应求，价格涨幅接近翻倍。

2020年11月，东方日升（300118.SZ）、
晶澳科技（002459.SZ）、晶科能源有限公
司 、隆 基 股 份（601012.SH）、天 合 光 能
（688599.SH）、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等六大
光伏组件厂商联合发布倡议书，希望从政

策面解决光伏玻璃限产问题。
对此，2020年12月，工信部公开征求对

《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修订
稿）》（以下简称“《办法》”）的意见。文件提
出，光伏压延玻璃和汽车玻璃项目可不制
定产能置换方案，但新建项目建成投产后
企业履行承诺不生产建筑玻璃。

2021年7月20日，工信部印发了《水泥玻
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延续了意见稿
中对光伏玻璃的差别化政策，称保障光伏发
展需要，新上光伏压延玻璃项目不再要求产
能置换。而平板玻璃则保持产能置换比例不
变。《办法》中，工信部将玻璃行业分为平板

玻璃和光伏压延玻璃两大类，其中平板玻璃
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装修、汽车、家电、设施
农业等领域。红星资本局了解到，浮法玻璃
是平板玻璃的一种，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装
饰、灯具等领域。

业内人士分析，政策层面放开对光伏玻
璃的限产，一方面解决了光伏玻璃产能问题，
稳定了价格——光伏玻璃价格在今年一季度
终于回落；另一方面，这也使得玻璃厂将产
能转移至光伏玻璃，从而导致建筑玻璃行
业的产能缩减，又适逢建筑玻璃进入传统
旺季，在产能受限和需求旺盛的双重因素
叠加影响下，建筑玻璃价格一路高升。

光伏需求旺盛 有玻璃厂将产能转移至光伏玻璃

光伏玻璃需求旺盛，也带动了玻璃上
游原材料的涨价。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玻璃行业的上下
游产业链相对比较简单。上游是纯碱、石英
砂等原材料企业；中游即是玻璃制造厂，主
要分为平板玻璃，以及稍下游的深加工玻
璃企业；下游则是玻璃的主要购买商，包括
房地产、建筑、汽车、家电等行业。

在上游原材料中，纯碱是玻璃企业的成
本大头，约占原材料成本比重的30%-50%。

而据华泰期货7月26日周报，上周纯碱
现货方面，市场重碱、轻碱均涨50元-100元/
吨，涨价后华北区域重碱送到价格2200元/

吨左右。样本企业的库存也在春节后保持低
位运行，周内37.56万吨，环比下降6万吨。

7月31日，四川某纯碱化工厂负责人对
红星资本局介绍：“去年初纯碱价格大约为
1300元/吨，而本周纯碱重碱价格已到约
2350/吨。”该负责人认为纯碱价格上涨的
原因，主要靠市场需求拉动，“目前主要是
光伏和锂电两大板块在推动”。

上游原材料和中游玻璃制品价格大幅
上涨，也将压力传导至中下游企业。

中小企业则对价格更敏感，承受了过
大的涨价压力。

广东光之典照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

辉对红星资本局说：“自去年起，采购成本
大幅上涨。玻璃只占照明行业的很小一部
分，成本依然上升了15%；铝材上涨50%；
LED照明驱动芯片更是上涨十数倍。”

“终端消费者接受不了这样的价格，很
多压力就被我们这些中下游企业消化了。”
金辉称，面对涨价，企业只能自己想办法，

“比如改进产品、减少产品结构、增加资金
运转、减少人员开支等等”。金辉表示，处于
中下游的小企业无法左右大宗商品的涨
跌，未来若持续涨价，只能随行就市，向终
端传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谢雨桐

“再生时代”
专家：效果有待验证

8月 1日，圣
博玛生物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 春 圣 博
玛”）旗下医美产
品“艾维岚”聚乳
酸面部填充剂正
式公开发售，这
也意味着“童颜
针”以合法途径登
陆医美市场。

此次童颜针
的上市，销售模式
为限区域、限机
构、限量发售。从
8月起至年底，计
划覆盖全国三十
余座城市，150家
机构。

此前红星资
本局通过采访得
知，国内童颜针市
场乱象多：“水货”
童颜针充斥市场，
多达20余款；国
内 3.5%的医美
用户注射过非合
规童颜针。

而随着这一
款合规（三级械批
文）“童颜针”上
市，童颜针市场是
否被业内人士看
好？预估未来市场
反响如何？

童颜针，即聚左旋乳酸（PLLA）填充
剂，是一种面部注射填充材料。红星资
本局梳理其发展历程后发现，童颜针最
早是在2004年，被美国FDA批准应用于
艾滋病人的面部填充材料，后经过几年
的临床应用，2009年被FDA批准用于人
体美学填充。2010年，中国台湾地区批准
其用于医美。后又经过近10年的发展，该
产品在欧美和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使
用。有媒体报道称，该产品的有效性可以
持续25个月以上。

但在中国大陆，2021年以前该产品
都未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
PA）的批准。因此，即便是专业医生，对
该产品的了解也不多

此次获批上市的“童颜针”来自长
春圣博玛，脱胎于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
所，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全球最
大的医用级聚乳酸原材料生产商有两
家，一家是荷兰普拉克（Purac），另一家
就是长春圣博玛。

据悉，此款童颜针销售模式为限区
域、限机构、限量发售，从2021年8月起至
2021年年底，计划覆盖全国三十余座城市。

8月1日，红星资本局联系到长春圣
博玛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因为今年
下半年是首发，所以量不会特别大，全
国就落地150家机构。”

同时，因为童颜针属于三类医疗器
械，上述负责人表示，对于合作医美机
构有资质的要求。

此外，因为注射童颜针对医生的手
法具有一定要求，长春圣博玛相关负责
人透露，公司不仅仅与相关机构销售药
品，还会派医生去合作机构和医院，教
医生如何进行注射。据透露，目前这款
童颜针零售价为18800/针。

对于水货泛滥的情况，长春圣博玛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合规性是公司的强
项，但同时也存在“市场教育”这个难
题。未来，公司也会在宣传产品和市场
教育方面同时发力。

从“填充时代”到“再生时代”再生材料迎来风口？

大陆第一款童颜针即将上市 零售参考价18800/针 专家：临床效果、
市场反响还有待验证

上游原材料上涨 中下游企业：“未来将随行就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