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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下午，四川卧龙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再
次发布《关于“6·12穿越事
件”有关情况的公告》。

公告中表示，经公安机
关全面调查，遇难者王某某
死因为意外事故。另一方
面，该事件属于违规穿越事
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护区条例》相关规定，“依
法对6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分别给予了5000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并支付了医疗救护
费用；鉴于遇难者死亡，不
予对其行政处罚，上山运送
遗体及在卧龙的善后处置
费用目前暂由遇难者家属
全额支付。”

公告称，遇难者家属、6
名徒步人员已离开卧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
亮 王明平 摄影记者 王效

上周的市场，一度让我们看到
了希望，周二的大幅反弹，令沪指暂
时摆脱了跌破年线和继续回补缺口
的危险。然而，此后市场再度走弱，
尤其是上周五，沪指再度下跌近
1%，短期趋势再度走坏。

与此同时，科创板企业挂牌交
易日益临近，已有两家科创板公司
通过IPO注册，很快就将进入发行
阶段。展望未来，市场将以怎样的姿
态，迎接科创板的到来？达哥与牛博
士就此展开讨论。

牛博士：达哥，你好。首先，还是
请你对上周市场进行一下点评吧，
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道达：给我最深印象的，当然是
科创板的提速推进。管理层举行了
科创板的开板启动仪式，正式宣告
A股迎来科创板时代。

这一重大事件，多少还是有些
让人感到意外。但同时也给我们提
了个醒，科创板的正式“发车”，可能
很快就要来临，我们也即将见证A
股市场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当然，如果纯粹就二级市场来
说，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上资金
的持续较大规模净流入，一举扭转
了此前比较被动的局面。

另外，上周二市场受政策利好
的影响，总算出现了一次比较有力
度的反弹，沪指守住了半年线，破位
的危险也暂时化解。

但在此之后，市场又回到了之
前那种比较弱、比较乱的格局之中，
热点难有持续性和赚钱效应，依旧
是游资在主导个股行情。

牛博士：那你认为，究竟是什么
原因，让近期的A股市场变得如此

“低调”？
道达：在本周之前，市场最重要

的不利因素，主要是中美经贸摩擦，
以及海外资金较大规模的流出，这
使得投资者对未来市场的信心变得
非常脆弱。

不过，现在来看，中美经贸摩擦
这一因素，已经被市场较大程度消
化了，虽然还有担忧，但可能也不会
再有超出预料的冲击出现。而且，全
球货币宽松的预期在增强，已有多
国央行宣布降息。所以，在上周二强
反弹之后，照理来说是可以值得有

更多一些期待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5月份的多个

经济数据陆续出炉，基本面给市场
带来的压力又开始出现了。

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6%，增速较1~4月份回
落0.2个百分点，较上年四季度加快
0.3个百分点，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受当月工作日同比减少、出口交货
值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5月份工业
生产增速较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的解
读认为，受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以及
市场预期降低的影响，工业品出口
增长放缓，汽车、手机等部分主要
行业和产品下降或低速增长，未来
工业生产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进
一步加大。

所以，短期来看，我感觉A股市
场面临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

另外，上周科创板的动静也很
大，不仅进行了开板的启动仪式，同
时还有公司通过IPO注册，管理层
也出台了与交易相关的各种规则。
估计科创板挂牌交易很快就会正式
跟大家见面了，这绝对是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

但短期来看，就市场参与者层
面而言，大家也很自然地对市场扩
容带来的冲击而感到担忧，这是惯
性思维决定的，难以改变。

牛博士：看来，达哥对后市的态
度，还是偏谨慎的吧？

道达：短期来看，确实是比较
谨慎的。大盘走势确实比较弱，我
们也没有必要冒着较大的不确定
性，而贸然去参与行情，大盘都走
得那么“低调”，那么我们自己也保
持低调就好了，静待科创板登场之
后，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清市
场的方向。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除了科创
板挂牌交易日益临近这个因素外，
本周管理层还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表态，那就是再次强调资本市场的
对外开放。长期来看，这对股市而言
绝对是有利的因素，所以我们的眼
光可以着眼未来。

对于个股方面，我认为大家未
来关注的重点，可能还是蓝筹股、白
马股，至少在弱势行情中，他们的表
现要更坚挺一些。 （张道达）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企业信息资讯平台“企查查”处
获悉，杨伟东6月11日卸任优酷网络
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
酷网”）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
经理职位，由庄卓然接任。黎直前
（监事）退出，新增冯云乐（监事）。

优酷网大股东及最终受益人均
为优酷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马云为最终受益人之一。

记者梳理，今年以来，杨伟东
已经卸任了多家优酷相关子公司
的高管职务或法定代表人身份，包
括：优酷信息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及监事，优酷信息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
行董事。

资料显示，2013年供职优酷土
豆后，杨伟东先后担任优酷土豆集

团高级副总裁、土豆总裁；2016年9
月 20 日 ，杨 伟 东 兼 任 阿 里 音 乐
CEO；2016年11月1日，阿里文娱集
团成立，杨伟东任大优酷事业群总
裁；2017年11月15日，阿里巴巴大文
娱实行班委基础上的轮值总裁制，
杨伟东还曾加入班委并担任第一任
轮值总裁。

不过在2018年12月4日，阿里大
文娱集团发布消息：阿里影业董事
长樊路远将兼任优酷总裁；根据举
报，原总裁杨伟东因经济问题，正在
配合警方调查。阿里大文娱当时回
应媒体称，对待贪腐问题绝不手软。
据《财经》报道，杨伟东涉嫌贪腐的
项目主要集中在优酷于2018年推出
的“这就是”系列综艺，主要是关于
综艺项目的收支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遇难者遗体被运送下山 生还6人各罚款5000元

中午11时许，遇难者王某某的遗
体被运送下山。

一场雨后
遗体被运送下山

跟前几日一样，四川卧龙镇
早上都要下一阵雨。16日早晨，负
责运送遇难者遗体的村民还在山
里的牛棚子，他们介绍，山上的雨
比山下的大得多。早上8点过，邓
生沟景区外的雨渐渐小了，山头
弥漫着雾气，阳光和蓝天忽隐忽
现，一道彩虹出现在沟口的方向，
很快就消失了。

中午11点过，搜救队的村民
抬着“6·12穿越事件”中遇难者的
遗体出现在邓生沟大门处。按照
当地的习惯，等候在此的村民燃
放了鞭炮，再给搜救队员系上红
绸子，又用青冈树的枝条在附近
熏起了青烟。

景区门口，死者的家属已驱
车来到，遗体被抬上殡仪馆的车
后，他们随即离去。

遗体下山前
6名生还者连夜离开

在遇难者遗体下山前的12个
小时，15日晚间10：40许，“6·12穿越
事件”中生还的6名成员各自背上登
山包，在与派出所民警交谈后，走出
卧龙镇派出所，一起乘车离去。

据了解，离开前，6人与救援
人员及民警道别。“出了事情你必
须承担责任，既然走上这条路，考
虑一点后果。”一名参与救援的民
警说，“你们热爱自然，爱徒步，我
也祝愿你们永远安全，一路顺
风。”一名驴友回答说，“以后肯定
不会随便挑战。”他介绍，山上气
候复杂，高山气流很容易引发降
雨降雪，危险重重。交谈中，有参
与搜救的警员向驴友说：“欢迎来
玩，但是不要违法违规。”

此前，6月14日，四川卧龙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关于

“6·12穿越事件”有关情况的公
告》的情况通报中这样写道：“根
据报警人提供的信息及点位坐
标，初步认定该行为属于涉嫌违
规穿越保护区核心区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
条例》有关规定，将依规给予他们
批评教育和相应处理。”

知情人：
7人疑破坏铁丝网进入

16日，知情人士向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展示了一段视
频，视频中，7名成员破坏了邓生
沟景区大门右侧的铁丝网进入，
开始了这次非法穿越。

记者看到，视频拍摄时间是6
月6日，位置就是邓生沟景区大门
口。当天晚9：50许，7个背着登山
包的人出现在镜头里。“这就是那
7个人。”他告诉记者。

7人背着背包来到邓生沟景
区大门口，因为景区大门下午5：
30就关了，7个人围着大门徘徊了
约5分钟，一度攀上铁门旁边的铁
丝网，试图翻越。不过，当晚9：55
分许，他们还是选择扯开了大门
右侧的铁丝网，陆续进入邓生沟，
开始了这次备受关注的穿越。

一行7名野外徒步爱好者组成队伍
在卧龙保护区“大雪塘”徒步穿越，当日
上午发现网名为“江城子”的同伴失踪，
经过寻找后发现“江城子”已经死亡。之
后，通过卫星电话报警。

6月12日

6月13日
汶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两名民警

与卧龙公安分局两名民警一起前往高
山现场调查，同时组织了14名村民与
公安人员一道上山，寻找和运送死者
遗体。

6月14日
11时许，民警与救援村民到达报

案地点，但是未见到6名徒步人员。
12时30分左右，搜救人员了解到，

由于缺少食物，这6名徒步人员已离开
该地点。之后，其中4人先行下山，另外
两名返回案发地点。

下午6点半，4名徒步人员走出邓
生沟景区，由警车带回派出所。当晚，
另外2名徒步人员也下山。

当晚，由于运送遗体体力消耗较
大，增派了4名村民连夜上山接应。

6月15日
上午10时许，搜救队经过“白水台

子”处，那里海拔5000余米，山势陡峭。
当晚8点前后，搜救队抵达牛棚子

休息，准备第二天运送遗体下山。
晚上10：40分许，生还的6名成员

从卧龙镇派出所离开。

6月16日

杨师傅今年61岁，是搜
救队里年龄最大的队员。13
日下午进山搜救，当晚他们
住在牛棚子，第二天上午出
发去往大雪塘搜救。上山的
时候，他们人均负重40多斤，
带了两天的干粮，“也给那6
个人准备了干粮。”

他回忆，14日下午1点前
后，他们到达了此前报警求
助的“驴友”的定位地点，没
有看到6名“驴友”。“打电话
联系他们，回来了两个人。”
杨师傅说，两人到达前他们
已发现了死者，遗体是在海
拔4800多米的位置找到的。

“那天山上太阳大，大家
就是靠肉眼寻找。”在一处半
坡上的流石滩上，搜救队发
现了一处红点。为了确认，几
个搜救的村民往那里攀爬，

“花了一个多小时才上去。”
杨师傅介绍，攀爬时脚下的
石头是松的，“上头还往下滚
石头”。靠近后，他们确认是
遇难者的遗体。“背包是红色
的，还在身上，手杖不见了，
也没发现手机。”他们推测，
遇难者从上面的悬崖摔下。

警方勘察现场后，村民
们开始运送遗体。山上一些

地方只能匍匐前行，甚至只
能跪着爬行过去，最难走的
地方，“要安排两个人用随身
的弯刀砍出一条路，后面4个
人轮换着抬。”搜救队员陈师
傅裤子的膝盖处破了，老林
的鞋子也被划破。

16日上午9点过，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在去往牛
棚子路上的一处亭子附近，
遇到了运送遗体的搜救队。
搜救队的村民们正在中途休
整，记者注意到，有村民直接
靠在亭子边打起了瞌睡。这
是他们进山搜救的第四天，

“到今天早上，带的干粮只剩
下最后三根火腿肠了。”

村民们说，晚上休息时，
因为搭的棚子地方略小，加
上地方潮湿，“有时候只能坐
着靠在一起睡觉。”后面干粮
不够的时候，他们一度需要
采野菜充饥，“有人肠胃不好
拉了肚子，也有人感冒了。”

16日中午11时许，从青
冈树枝条熏起的烟雾里走出
来，这十多个参与搜救的村
民也准备各自回家。在山上
吃了四天的野菜、干粮，一个
村民望着大家问道：“有快餐
面不？”

弯刀开路 睡牛棚吃野菜
看到红色背包 发现遇难者

搜救细节搜救细节

官方公告官方公告

遇难系意外事故
6名生还者各罚5000元

证监会14日晚间发布消息，按
法定程序同意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2家企业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这是通过证监会
IPO注册的首批科创板企业。证监
会信息显示，2家企业及其承销商将
分别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协商确定发
行日程，并陆续刊登招股文件。

从所属行业来看，睿创微纳
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华兴源创属于专用设
备制造业。

睿创微纳 专注红外热成像

睿创微纳自2009年成立以来，
一直专注于红外热成像核心技术与
产品的研发。公司产品主要包括非
制冷红外热成像MEMS芯片、红外
热成像探测器、红外热成像机芯、红
外热像仪及光电系统。也就是具备
从芯片到机芯到整机系统的完整能
力。招股书显示，公司产品主要应用
于军用及民用领域，其中民用产品

广泛应用于安防监控、汽车辅助驾
驶、户外运动、消费电子、工业测温、
森林防火、医疗检测设备以及物联
网等诸多领域。

华兴源创 进入苹果公司供应链

华兴源创成立于2005年，主要
从事平板显示及集成电路的检测
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
应用于LCD与OLED平板显示、集
成电路、汽车电子等行业。大众所
熟知的苹果、三星、LG、夏普、京东
方等全部与它保持着合作。尤其是
公司进入苹果公司供应链，被认为
是公司产品服务市场竞争力的体
现。2016年~2018年，苹果直接采购
及指定第三方向华兴源创采购合
计影响收入1.9亿元、5.8亿元和4.6
亿 元 ，占 收 入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36.72%、42.28%和45.73%。合计影响
公司毛利1.1亿元、2.6亿元和2.5亿
元，占毛利的比例分别为34.76%、
41.96%和44.23%。

（综合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

7驴友穿越卧龙 1人遇难

16日中午11时许，卧龙保护区“6·12穿越事件”中遇难者遗体被运送下山。下山前一晚，6名生还驴友已连夜离开，一名参与此
次穿越的驴友说：“以后肯定不会随便挑战。”

当地发布的公告表示，遇难者王某某的死因为意外事故，也对6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分别给予了5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知情人士展示的一段视频显示，7人系破坏邓生沟大门一侧的铁丝网进入，开始了这次备受关注的穿越。

首批科创板企业通过IPO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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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方向 静待科创板登场
——道达对话牛博士

杨伟东卸任优酷网法人代表
此前涉嫌贪腐被查

6月16日，卧龙，搜救队员运送遇难者遗体下山

发现遇难者遗体的地方（红圈处）图据受访者

知情人指出7名网友破坏了大门
一侧的铁丝网，开始非法穿越

搜救队员随身携带弯刀开路

驴友因意外遇难
山上气候复杂，高山气流很容易引发降雨降雪，危险重重，

“以后肯定不会随便挑战。” ——生还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