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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有点乱
低价股为何掀起涨停潮？

昨天的行情显得有点乱，沪指下
跌 21.42 点，以 2882.23 点报收，跌幅
0.74%，创业板指数更是下跌1.61%，似
乎跌得有点猛。然而，个股表现并不冷
清，超过 70 只个股封死涨停。但仔细
一看，这么多的个股涨停，却似乎又跟
自己没啥关系。

这样的行情，究竟该如何理解？
昨天最主要的杀跌对象，实际上就

是科技股，这是有征兆的。前天Face-
book在盘后行情中大跌24%。该股下跌
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公布的财报。财报显
示，公司营收及用户增长均不如预期。

有报道称，Facebook 在杭州注册
了脸书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于是，有
几只概念股立刻涨停，比如蓝色光标、
迅游科技等，开盘就封死涨停。同时，
还有多家公司主动宣称与 Facebook
有合作。不过，据重庆商报报道，当记
者再次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发现已无法检索到“脸书科技（杭
州）有限公司”的注册信息。昨天，这些

“蹭热点”的公司，多数都遭遇杀跌。
从 Facebook 概念股的炒作可以

看出，近期市场的主要风格，其实又回
到了游资乱炒的格局，其中最典型的
特征，就是爆炒低价股。

昨天70多只个股涨停，其中大部
分都是两三元、四五元的低价股，而且
都是前期严重超跌的股票。最极端的
是斯太尔，该股从7月17日开始，已经
连续 8 个涨停板，股价从启动前的
2.87元，涨到了今天的6.16元。

低价股被爆炒，而蓝筹股、科技股
集体下跌，当前比较混乱的行情，该如
何去理解呢？我个人认为，近期被炒作
的超跌低价股虽然涨势不错，但并不
代表这些是值得去投资的好股票。而
那些蓝筹股、高科技股，虽然近期表现
平淡，但却也并不表示这些个股不值
得大家去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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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佣金百万的猎头 成都占了15%

中国人才交流协会高级人才寻访专委会
2017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2016年猎头市场
业务同比增长12.9%，高于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人力资源培训、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市场的业务
增长。猎头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规模日趋壮大，目
前全国有约5万家猎头机构，全职的猎头从业人
员30万~40万，全行业产值超过500亿元。

猎头是最能直观反映职场生态和市场经济
形势的行业。2017年，人才的高需求促进了猎头
行业的快速发展。

白皮书显示，2017年全国猎头分布最多的
五个城市中成都以6.43%的比例名列猎头分布
榜全国第四，上海、北京、深圳分别以 20.97%、
12.55%、7.39%位列猎头分布榜前三，广州以
3.87%的占比名列第五。

百万顾问是指一年内通过交付服务所产生
佣金累计大于等于一百万的单个猎头。

据白皮书数据显示，百万顾问分布最多的
五个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南京。
其中，成都的百万顾问以15%的占比位列全国第
三，上海百问顾问的占比为26%，北京为18%。

单笔订单收入190万 成都有两人

白皮书统计，在上海、北京、成都、深圳、
南京五大猎头“金矿城市”中，百万顾问平均

佣金最高的是北京，为 171 万，然后依次是上
海、南京、成都和深圳。成都百万顾问平均佣
金达138万。

神秘、出入高端场合、衣着光鲜、霸气有为，
胡歌主演的热播剧《猎场》，让不少观众对“猎
头”一职以及“猎聘市场”产生了的兴趣。随着猎
头市场的发展，猎头也慢慢的被社会所了解。

有意思的是，白皮书直观的给出了2017年
成单佣金（单笔订单佣金）最高的前6名百万顾
问所在城市及成交佣金，据数据显示，2017年，
上海、南京分别有一位猎头在技术岗位和产品
岗位上获得277万以上的成单佣金，成都有两名
猎头的佣金金额超过了 190 万元，在 2017 年猎
头成单佣金最高中排名第四和第五。

IT互联网是百万成交最多的行业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不断兴起的情况下，IT
互联网催生了不少百万佣金猎头顾问。

白皮书透露，百万顾问做单最多的行业是
IT互联网，同时，它也是岗位需求量排名第一的
行业，金融、地产两大行业分别排名二、三位，紧
随其后的是计算机行业和制造业。

其中，平均佣金最高的仍是地产行业，地
产以高于 5 万的佣金排名第一，IT 互联网行业
以 42709 元的平均佣金排名第四，仅次于计算
机硬件行业和金融行业，四大行业的佣金差
距并不大。

很多人都喜欢在中药煎出来后趁
热服下，怕放凉了失去疗效，也有人认
为冷服比热服好，那么怎样做才是正
确的？

四川省名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
急诊科主任医师冷建春提醒，冷服或
热服应根据病情、药性、季节，以及体
质等多方面来决定。

一般说来，温中散寒、补益虚弱的
药剂应趁热或将药温热后服用；而清
热、解毒、降火的药剂宜冷服，这样可
以增强药物的清热降火、解毒通利等
功能。此外，一些高热而导致津液耗
损、极度虚弱及休克等病人来说，应根

据情况温服中药煎剂。
今天下午3点至4点，冷建春医生

将做客四川名医微坐诊。他擅长哮喘、
肺心病、心衰等方面疾病的诊治，如果
您有相关问题，就可以参与微坐诊线
上提问，医生将会一一解答。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底部“今日
服务”，点击进入直播间即可参加。

中药冷服热服有讲究，当心做错影响药效
四川名医邀约名中医线上微坐诊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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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汛期后，暴雨给很多地方留下地灾隐
患。雨势减缓后，在太阳的暴晒下，一些地灾隐患
就开始爆发。

26 日 上 午 9 时 55 分 左 右 ，国 道 213 线
852KM+600米处（汶川县岷江大桥下行30米）发
生山体滑坡，滑坡方量约 3000 方，掩埋 30 米国
道，造成国道213线交通临时中断。

事发前，一名环卫婆婆在打扫卫生时发现了
落石，并及时上报。当地政府和国土部门工作人
员赶到现场，强制劝导8名群众禁止其通过。因
为监测预警及时，第一时间疏散了过往行人，对
过往车辆进行管制，此次山体滑坡未出现人员伤
亡，以及车辆受损情况。

30秒
3000方沙石倾泻而下

26 日 上 午 9 时 55 分 左 右 ，国 道 213 线
852KM+600米处（汶川县岷江大桥下行30米）发
生山体滑坡。

“喔唷，好吓人！”从网友提供的视频显示，山
上泥石瞬间滑落，黄沙滚滚，不到一分钟，灰尘就
飘过岷江河，飘到了河对面。在汶川县城区，不少
人看到了这震撼的一幕，并用手机记录了下来，
一时间这些视频和照片在朋友圈疯传。

回忆塌方现场的一幕，监测人员蔡清郭用
惊心动魄来形容。他介绍，当时“哗”的一声巨响
后，山体塌了，滚落的石头砸进岷江，接着就是
漫天黄沙。“还好预警及时，人疏散了，交通也管
制了。”

据汶川县委宣传部通报，滑坡方量约 3000
方，掩埋30米国道，造成国道213线交通临时中
断，汶川县监测预警到位，及时疏散了过往行人，
对过往车辆进行管制，无人员伤亡，无车辆受损。
此外据省国土资源厅通报，约3000方石沙开始
滑坡，滑坡持续约30秒，大量沙尘扬起，山脚下
30米国道被掩埋。

塌方地段还在不断有零星落石滚落，当地在
现场拉起警戒线，还有专人负责监测。

塌方前
强制劝导8名群众

这是一处纳入监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一直
有专人负责监控。由于当地政府领导和国土部门
及时采取措施，才让行人成功避险。

“当天早上9点左右，一名环卫婆婆在打扫
卫生时发现了落石。”汶川县国土资源局汛期督

导员陈韬介绍，发现国道上方的山体有小石子下
落，看情况不对，环卫婆婆立即向威州镇政府报
告，接到信息后，镇长一行人立即赶往现场，同时

上报汶川县国土资源局。
接到信息后，包括陈韬在内的几名国土人立

即赶往现场。
“我到现场的时候，交警和政府的已经到了，

并在隐患点一端实施了交通管制。”陈韬到达现
场后发现，有落石，流沙，山上有大量灰尘，“这是
要滑坡的前兆。”

随后，他与当地政府、交警等进行指挥调度、
配合疏散群众，劝导绕行，9点30分许，现场两端
已拉起警戒线，立起指示牌。

陈韬介绍，事发地点处在国道附近，人流量
大。一些小贩经常会在路边卖水果。在现场，一个
卖李子的小贩，还在山脚下叫卖，相关人员在拉
警戒线时，一番劝导，他才退出警戒线外。“摊子
都没来得及收，我们就喊他赶快撤出来。”

9点50分左右，有小石块开始陆续掉落，警
戒线和指示牌都已早早拉起，当地政府、国土、交
警等部门正在现场警戒时，又有意外发生了。此
时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想徒步穿过警戒线，到
对面的医院看病。

“当时我双手拽着他，他才停下来！”陈韬介
绍，该男子不想多绕道一两公里，做出了极度危
险的行为，大家发现后生拉硬拽，极力劝导，他才
没有过去，就在他稳定下来3-5分钟后山体开始
大面积滑坡。

本次滑坡前，现场人员一共强制劝导8名群
众禁止通过，避免造成人员伤亡。

绕道县城
车辆通行未受影响

监测人员蔡清郭是当地人。他介绍，这里紧
邻国道213线，此前也是隐患点，曾经发生过滑
坡，当地进行了整治，还拉起防护山体滑坡的主
动网。

“但这次泥石流体量大，在重力作用下直接
把主动网拉破，干跨就形成了！”陈韬介绍，“干
跨”在这样的天气下很正常，前不久的暴雨侵蚀
山体表面，雨水过后，在太阳的暴晒下地质出现
裂缝，坡度在重力作用下开始滑坡。

当地国土部门表示，等山体稳定后，汶川县
国土资源局相关人员开始对滑坡表面以上进行
地灾隐患点排查和治理。

目前，汶川县正组织机具开展抢通作业，汶
川公安交警大队已对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指挥
车辆经汶川县城至穗威大桥绕行，车辆通行未受
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图据受访者

63 岁的宜宾人马臻 19 岁时劳动
受伤，高位截瘫在床44年。其中20年，
在宜宾市翠屏区北浩巷 59 号居民楼
底楼，一间只有18.6平方米且阴暗潮
湿、臭哄哄的小房间里渡过。一直以
来，马臻都以为自己会在这间“臭哄
哄”的屋子里慢慢老去。

直到今年4月2号，马臻家来了一
位陌生的客人。“漂漂亮亮的一个妹
子，说话声音特别温柔。”马臻记得，来
人自称叫刘梅，是在宜宾做家装的老
板，是北庆社区许书记专程带上门看
她的。马臻以为，刘梅会像以前碰到的
爱心助残人士一样，跟她拉拉家常，送
点米面油之类的慰问品，然后走人。

刘梅了解马臻的身世后，又专
门在她仅有 18.6 平方米的小单间房
里转了转。刘梅说：“马二姐，你乐观
向上的精神感染我了，我要把你的
房子装修成一个新家。”马臻有点头
大，她目前靠着几百元的低保金生
活，三病两痛还得吃药，“我没钱，装
修什么房子哦？”没想到刘梅很认真
地告诉她：你的装修我包了，不要你
出一分钱！

第二天，刘梅公司里的设计师罗
旭就上门了。36岁从业15年的设计师
罗旭，接到刘梅安排来的任务时就有
些心理准备。刘梅告诉他，客户是个坐
在轮椅上的残疾女士。跟马臻接触以
后，罗旭体验了她的生活方式，觉得很
多设计要求都有别于之前的认知。“一
个18.3平米的空间，要满足生活所需

的洗衣、晾衣、做饭、入厕、洗漱、就寝、
会客、收纳、以及马二姐爱好‘K歌’的
爱好。”

马臻家要实现“无障碍”，每一个
点位的设计，对于罗旭来说都是一场
考验。但这些问题都被一一解决。

7 月 6 日，距离马臻 64 岁生日还
剩 40 天，这天是她搬家的日子。刘梅
原本打算陪着马臻搬进去，分享她的
喜悦。遗憾的是刘梅出差在外地。刘梅
在电话里鼓励马臻：“你要活到90岁，
我们会像家人一样陪着你。”

据马臻所在的翠屏区北城街道北
庆社区负责人介绍，马臻已纳入社区
低保，每月按时、足额发放了低保金。

“马姐确实是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对
生活充满热爱，偶尔还邀请残疾人朋
友在家唱歌，很开心的样子。”社区负
责人说，原本刘梅打算给马臻安装一
台空调，但由于与低保政策抵触，也有
邻居举报，因此无法安装空调。

“以前能有吃的、人活着，就感觉
可以了。现在有了这个新家，生活环境
算是彻底改善，生活品质和以前比，有
着天壤之别，我想好好活着。”一度对
生活不抱什么希望的马臻，三次向成
都商报记者求助：能不能请社保局的
同志帮帮忙，特事特办让我补缴社保
金？马臻说，就算是借钱，她现在也特
别想把社保补上。

“这么美的房子，我想好好活下
去！”马臻说。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罗敏

18平米蜗居变“新家”
女老板为残疾老太翻新住所

残疾老太：“这么美的房子，我想好好活下去！”

环卫工发现落石
预警及时 疏散行人 交通管制

30秒3000方沙石倾泻而下 无人伤亡

成都两猎头
一单佣金190万

高端猎头聚集成都，猎头数量排名全国第四

作为历年来含金量最
高、惠及面最广、支持力度
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人才政
策，《行动计划》从各个方面
给予人才以保障。

其中，《行动计划》内容
指出，要支持用人主体引
才育才，即建立企业引才
奖励制度，对重点创新创
业 团 队 和 知 名 企 业 引 进

“高精尖缺”人才，在其上
一年度对成都发展做出的
贡献额度内，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奖励。鼓励企业通过
猎头公司等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引进人才，按其引才成
本的 50%给予企业补贴，最
高10万元。

“高新技术、信息产业
人才成为猎头寻访主要目
标，在创新创业成为主流
的当下，众多高新产业如
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发展
势头强劲。这些高新技术、
人工智能产生新的效应，
将引流新一轮变革。同样，
在这些创新创业公司中，
企业高端管理人才稀缺，
这些人才将会成为猎头寻
访的主要目标。”

大瀚人力资源集团在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
讲到，在《2017 中心城市发
展年度报告》中，成都排名
仅次于北上广深，位列第
五，领衔由 7 个城市组成的
国家中心城市“第二方阵”。
成都具有发展人力资源特
别是高端人才市场的“沃
土”，另外，从市场来看，成
都明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
数字创意等重点产业的发
展方向，所以成都在高新科
技产业方面的发展，在未来
的发展会更强劲，需要的人
才也会更多，高端人才需求
的市场空间也更大。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一个城市猎头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城市猎头的数量和质量
代表这个城市人才的活跃度代表这个城市人才的活跃度
显示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值显示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值

人才聚则产业兴，成都此前印发《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招揽人
才走在了前列。同时，成都人才市场，特别是高端人才的需求也展现出强劲的态势。据
猎上网发布的《2017～2018 年度猎头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在
2017年猎头分布最多的城市中，成都超越广州排名第四，在全国百万顾问分布人数
前五城市中，成都排名第三，超过深圳和南京，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国内知名猎头公司大瀚人力资源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
城市猎头的数量，可以代表这个城市人才的活跃度，也可以从一个维度说明这个城市
经济发展的活力值。”

新闻观察

成都鼓励通过
猎头公司引进人才

国道213线852KM+600米处滑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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