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伙儿照顾房东4年 举债为其治病
房东中风小伙儿带他四处就医，房东为其免租，两人亲如父子

社会

12月26日18时
内威荣、自隆高速通车试运行

12月24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内
江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内威荣及
自隆高速公路主线将于12月26日
18:00通车试运行。

内威荣高速全长约62.66公里，
全线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
自隆高速公路全长70.63公里，设计
时速80公里，由主线加连接线工程
组成。其中，全长50.76公里的主线已
具备通车条件，将于本月26日通车。

两条高速建成后，成为川东北
经内江连接乐山、雅安等地，重庆经
隆昌联系川中、川西地区的重要通
道，将促进区域间的联系，推动区域
间交流合作。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袁伟

12月22日晚，一列由广州开往达州的
Z122次列车驶进了达州火车站，一名身
着黑色上衣的男子在两名民警的押解下
走下了火车，通过警车转运至达州看守
所。男子名叫赵某某，是此前达州市三里
坪领域广场附近的一场交通肇事逃逸案
的嫌疑人，警方通过近五个月的跨省追
查，终于将其抓捕归案。

深夜肇事后逃逸 嫌疑人逃离达州

今年7月28日23时许，一辆黑色轿车
在达州市南外镇三里坪，将过人行道的两
兄妹撞飞约20米远。肇事者加大油门扬长
而去，两兄妹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案发
后，辖区所在的达州市交警直属二大队民
警彻夜侦查，锁定了肇事车辆，通过车辆

信息查询找到了肇事车主张某，张某告诉
民警，车是经他同意被朋友转借给了赵某
某。肇事者赵某某因涉嫌酒驾、交通肇事
罪在逃。

达州市交警直属二大队大队长涂云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民警随后对赵某某展
开追捕，但嫌疑人已逃离达州。达州市交
警直属二大队的追逃小组，并没有放松对
嫌疑人的抓捕工作。通过案侦手段先后到
赵某某躲藏的成都、广州、深圳、东莞等地
追逃，但每次都被其侥幸逃脱。

亡命五个月 改名换姓外地当厨子

经过专案组民警五个月来夜以继日
的不懈努力以及当地警方的协助，赵某某
终于在12月21日于广东省佛山市落网，并

于22日晚7时30分许顺利押解回达州，至
此案件告破。

在看守所内，赵某某向警方供述，
他逃至东莞后，改名换姓叫做李阳。赵
某某称逃亡的日子不好过，他在东莞待
了4个月，期间换了很多工作，但怕暴露
身份信息，不敢提供银行卡接收工资，
很多老板都没有给他发工资，生活上陷
入困境。12月上旬，赵某某潜逃至广东
佛山，为了继续维持生计，他在当地一
家小餐馆当起了厨师。在餐馆干了四
天，就被专案组民警抓获，被抓时，赵某
某身上仅有600余元现金。

目前，赵某某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处理当中。

成都商报记者 周子铭

驾车撞死两人逃逸 达州男子逃到佛山还是被抓了

时至今日，在营康西路184号8号院
里，很多住户都认为，3单元2楼6号那一老
一少是对父子，不然感情咋那样深呢？

老头儿中风偏瘫时，小伙儿带着老
头儿四处就医，清洗沾了污秽的衣裤，晚
上甚至同老头儿同睡一床，只为老头儿
如厕方便。家里吃穿用，都由小伙儿开
销。老头儿康复后，对小伙儿也挺好，家
里家务活，从不让小伙儿沾。

经成都商报记者了解，老头儿叫车
俊麟，小伙儿叫胡军。胡军说，俩人只是
房东房客的关系，老头儿中风时，俩人刚
认识不久，见老头儿无儿无女可怜，才出
手照顾老头儿；而老头儿知恩，至今四

年，没收过小伙儿一分房租。
四年间，两人逐渐融洽，说是房东房

客，却更似一家人。十余天前，老头儿再次
病倒，小伙儿悉心照料不说，更是举债医
治，只是医资较大，小伙儿现已无力支撑。

你对我照顾 我为你免租

2011年，南充小伙儿胡军初到成都
谋生，而56岁的车俊麟因收入微薄，便将
自己居住的一室一厅中的客厅用来出
租。胡军选择住进来只为一条：便宜，月
租只要200元。

因车俊麟无儿无女，胡军在成都人单
影只，两人便在一锅开饭。胡军没想到，刚
住进去十来天，车俊麟在一天晚饭后，突然
鼻歪口斜中了风。胡军出于热心将其送医，
并垫钱给车俊麟治病，后来又为了省医药
费，把车俊麟带回仪陇县老家医院康复治
疗，花费了两三万元。胡军母亲李琼珍对记
者讲述，当时为了给车俊麟凑医药费，儿子
还让家里卖了两头猪。

胡军说，从仪陇县回成都后，又到月
末交租时，车俊麟却找到他说，“以后你
不用交房租了。”之后至今四年，车俊麟
确实没找胡军要过一分房租，他也没向
车俊麟提过偿还医药费的事。

你给我送饭 我为你添衣

从仪陇回来时，车俊麟行动还是有

些不便，车母年事已高，不便照顾。胡军
白天就为车俊麟洗衣物，晚上则与车俊
麟同睡一床，方便帮扶车俊麟夜里如厕，
而车母则移到客厅起居。

一个月之后，车俊麟逐渐能自由行
动，胡军也在外面找了工作。有一天下班
回家，胡军发现堆在墙角的脏衣服，已被
车俊麟洗好晾在阳台上，饭菜也已做好，
热腾腾地摆在桌子上，“看到那一幕，你
想哈我有好感动。”

院里人也知道车大爷对胡军分外地
好。邻居大姐罗家英对记者说，胡军休息
时，爱泡茶馆打点小麻将，每次到了饭
点，胡军要是还没回屋吃饭，就能看见大
爷一瘸一拐，端着饭菜到茶馆，送饭给胡
军吃。

车大爷照顾胡军起居，胡军则自愿
负担起大爷的生活开销。除此之外，记者
还在车大爷家中看到，胡军添置的冰箱、
电视、全自动洗衣机等数件新家电。院里
人看两人都对对方好，年岁差又像是父
子，很多人都以为两人是父子。而后来两
人也顺势认了个义父子关系。

再次病倒 他打飞的赶回照顾

院里有人稍微知情，就对双方这种
莫名的好产生了怀疑。“他们说，车大爷
是孤寡老人，我对他这么好，是不是图他
这套房子？”胡军说。“其实他们根本不晓

得，这个房子是公房，产权是国家的，车
大爷只是长期租赁，每个月还要交60块
钱。”胡军说。

对此，记者也向茶店子街道办奥林
社区书记陈传寿核实过，车大爷这套
房子确为政府公房。因为车大爷生活
困难又生病，前天社区已经送去民政
和红十字会的资助款5000元，同时社区
也为车大爷申请了低保，估计明年1月
就能领到。

今年8月，胡军想去贵阳发展，到贵
阳当天，车大爷打来电话，说自己病重，
卧床不起，胡军当夜就又坐飞机回到成
都，将车大爷带到医院治疗。胡军白天黑
夜都服侍他在身边，车大爷大小便失禁
污了衣裤，他也会立即去清洗干净。而据
胡母李琼珍介绍，在车大爷住院的同时，
胡军的父亲则因胃出血在老家住院，因
为这些年自己家和车大爷也有了感情，
就叫胡军专心在成都照顾车大爷，胡军
父亲则留给她来照顾。

胡军说，自己也从朋友处借了一些
医药费。据主治医生黄江涛介绍，只拿车
大爷低蛋白这一点来说，正常人的血蛋
白是35mg/L，但车大爷的血蛋白只有
18mg/L，“每补充一个单位需要700块左
右，我只能说要全部治好，在医药费方
面，有一个巨大的窟窿要填。”
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攀枝花“块菌王”拍出2万元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江龙）昨
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攀枝花市林业
局获悉，在第四届攀枝花国际块菌
节开幕式现场，攀枝花块菌协会提
供的块菌王惊艳全场，重达517克，
是攀枝花目前最大的野生块菌。这
个“块菌王”现场慈善拍卖达2万
元，该款全部捐给了东区慈善会。

据了解，块菌又名松露，作为
一种珍贵而奇特稀有的野生食用
菌，因其营养丰富、味道鲜美、香味
奇特，成为世界食用菌中的极品美
味，被赞誉为“林中黑钻石”。在国
内，块菌主要分布在川滇交界地
区，以攀枝花为中心的200公里范
围都有广泛分布，这使攀枝花成为
了世界块菌两大主生产地之一。
2008年，攀枝花市被国家林业局授
予“中国块菌之乡”的荣誉称号。

据了解，2015 年攀枝花欢
乐阳光节的系列活动之一的第四
届攀枝花国际块菌（松露）节于
18 日开幕，活动将持续至明年 1
月中旬，活动包括了攀枝花特色
林业产品展销会、首届块菌(松
露)养生讲座、自驾块菌采挖之
旅、块菌盛宴大赛等。

医院里，胡军在照顾生病的车大爷

战略新兴板要来了 与创业板有九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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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重装
拟推10转20分配方案

天保重装（300362）今日发布公
告称，为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增强公
司股票流动性，同时为进一步回报
中小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邓亲华
先生提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为：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分配
方案时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3元（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20股。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沪深证券交易所公布
2016年休市安排

根据证监会相关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24日公
布2016年休市安排。
安排如下：

（一）元旦：1月1日（星期五）至1
月3日（星期日）休市，1月4日（星期
一）起照常开市；（二）春节：2月7
日（星期日）至2月13日（星期六）休
市，2月15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另外，2月6日（星期六）、2月14日（星
期日）为周末休市；（三）清明节：4月
2日（星期六）至4月4日（星期一）休
市，4月5日（星期二）起照常开市；
（四）劳动节：4月30日（星期六）至5
月2日（星期一）休市，5月3日（星期
二）起照常开市；（五）端午节：6月9
日（星期四）至6月11日（星期六）休
市，6月13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另外，6月12日（星期日）为周末休
市；（六）中秋节：9月15日（星期四）
至9月17日（星期六）休市，9月19日
（星期一）起照常开市。另外，9月18
日（星期日）为周末休市；（七）国庆
节：10月1日（星期六）至10月7日（星
期五）休市，10月10日（星期一）起照
常开市。另外，10月8日（星期六）、10
月9日（星期日）为周末休市。新华社

每经官方微信
nbdnews

火山财富：5分钟阅
读实现财富增长

添升宝：擒获涨停
股的“神器”

投资宝：轻松获取
更多投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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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傻等了 11
金科股份实控人增持承诺是“无期”

创业板退市制度包括，连续
三年亏损；净资产为负或追溯调
整导致净资产为负；近两个年度
审计报告为否定意见或拒绝表示
意见；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
报告或中期报告；股票连续20个
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每股面值等
13个条件。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对市场的总体
态度，都是看戏为主。看万科与宝能系之
间的收购大戏，其中既有举牌战，也有口
水战。正是因为有了这出戏，使得前期的
市场热闹非凡，也因此产生了不少机会。

12月初开始，万科A突然放量涨
停，就此拉开了收购战序幕。大戏开场
之后，大盘也趁机热闹起来，反弹行情
就此展开。然而，随着万科A的停牌，大
家的关注度就从收购战转到王石与姚
振华之间的“情感戏”上。一开始，王石
说“宝能信用度不够，万科不欢迎”。不
过，很快“第三者”安邦又插了一脚，就

让双方关系变得有些复杂，安邦究竟是
帮哪一边呢？随后，保监会又要严管险
资举牌，还要求“把资金来源说清楚”。
于是，先王石说，“我们是一家人”，昨天
姚振华又说“王石是我非常尊敬的人”。

这样一来，好像两边突然要握手言
和了，于是整个举牌概念板块在昨天集
体大跌，另外券商股也遭遇重挫。最终，
昨天大盘走势也让人不爽，沪指一度大
跌过60点，最低至3572点，午后指数有
所回升，最终下跌23.60点，以3612.49点
报收。尽管涨停个股数量依然不少，但
游资还是再次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

这种状态并不利于大盘重新展开反弹。
那么，随着整个举牌板块集体降

温，是不是也意味着年末大戏就此剧终
了呢？我认为，剧终是有可能的，即便没
有剧终，也应该是休息一下了。而今天，
又是周五，由于圣诞节，全球股市可能
除了A股市场，大都休市了，我们为何
不可提前给自己放个假呢？ （张道达）

现在，只要您关注公众号“每经投
资宝”，就可以提前一天收看张道达先
生的最新观点，每晚9点，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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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大戏剧终？

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
大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优化金融结构，积极
发展直接融资，并部署了完善多层次资本
市场、丰富直接融资工具、加强中介机构监

管、促进投融资均衡发展、强化风险防范等
五项具体措施。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方
面，会议提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战略新
兴板，支持创新创业企业融资；完善相关法

律规则，推动特殊股权结构类创业企业在
境内上市；增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数量，研究推出向创业板转板
试点；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

那么，和现有的创业板相比，战略新
兴板有什么不同呢？对此，记者对比现有
的相关政策及预期，找出了战略新兴板与
创业板的九大不同点。《每日经济新闻》

分流沪市主板排队IPO企
业中战略新兴产业收入占比50%
以上的部分企业；因为业绩等因
素不符合上市条件，但具备创新
性的“新兴企业”；吸引部分中概
股、红筹股回归。

《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并没
有明确对创业板公司应具备哪些
特点予以规定。但根据相关资料和
市场共识，创业板市场是为高科技
领域中运作良好、成长性强的新兴
中小公司提供融资的场所。

股票定位

1
发行人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

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
元；或者最近一年盈利，最近一年营
业收入不少于5000万元。净利润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
算依据；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
2000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根据初步方案，战略新兴板
上市标准将淡化盈利要求，主要
关注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并设
置了四套评判标准：一是市值+现
金流+收入；二是市值+收入；三
是市值+净利润；四是市值+股东
权益+总资产。

财务指标

6

战略新兴板 创业板 战略新兴板 创业板

发行人最后一期末净资产不少
于2000万元，发行后股本不少于3000
万元。发行人应当是依法设立且持续
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本要求

对红筹回归导致的实际控
制认定、期权激励等问题，倾向
于放松管制。

2
董事会作出决议，股东大会批准，

保荐人保荐并向证监会申报，证监会
初审，自申请文件受理之日起三个月
内证监会依法对发行人的发行申请作
出予以核准、中止审核、终止审核、不
予核准的决定，并出具相关文件。发行流程

按照注册制的总体制度框
架，按照市场化和信息披露为中
心的导向，对申请在战略新兴板
上市的企业以及今后申请再融
资的企业实行注册制发行，并适
当考虑简化发行流程。

3
允许再融资募集资金可以用

于未来不特定标的资产的并购，同
时延长核准批文有效期，核准后公
司一旦遇到合适的并购机会，可以
随时启动现金发行并实施并购；在
创业板试行小额快速换股并购。

并购重组

鼓励尚未盈利的新兴板上
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扩展产
业链，做大做强。战略新兴板再
融资将会放松监管，逐步与港股
趋同。

4

对交易主体的规定基本与主
板相同。开立交易所账户的自然
人、法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可以参
与创业板市场交易。创业板交易
方式依然采用电脑集中竞价方式
和T＋1的交易制度，并未采用国
际上的“做市商制度”。

交易制度

战略新兴板上市公司将使用
独立交易代码，设置独立显示行
情，编制独立板块指数和产业指
数，让投资者更加直观地体验新
兴板交易情况。

7
创业板股票会出现分化，一部

分市场活跃资金将转投战略新兴
板，创业板整体估值或将下行，有
引导创业板个股的高估值回归理
性的作用。参与资金

战略新兴板推出之前，上证所
只有主板这一个市场。而深交所中小
板、创业板市值小、成长性强，更容易
吸引资金参与。随着战略新兴板推
出，上证所相关股票的价值将受到重
视，一部分活跃资金将转投沪市。

8

证监会明确表示，将允许符合
一定条件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和科技
创新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满一年后到
创业板发行上市。深交所2015全年工
作重点中，也着重提出丰富创业板层
次，推动新三板与创业板转板试点。

在交易所内部转板。如战略
新兴板转为沪市主板。

战略新兴板与新三板之间
的转板。 5

转板机制
退市条件

从初步的方案来看，战略新
兴板股票的退市可能会与股票市
值低于某值或交易量的多寡来挂
钩。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