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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闫雯
雯）虽然姚明已经退役多年，但
是休斯敦却没有忘记他。当地
时间2月2日（北京时间2月3
日），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敦市
长宣布：“2017年2月2日为休
斯敦的‘姚明日’。”不仅如此，他
还任命姚明作为休斯敦亲善大
使，以表彰和纪念他在篮球和慈
善界、在美中两国文化交流与合
作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姚明在2002年的选秀大
会上，以第一顺位被火箭队选
中，成为联盟第一位没有在美
国大学打球经历的国际状元
秀，并且一直在火箭呆到了退
役。在他效力火箭的九年职业
生涯中，场均能砍下19.2分9.2
个篮板和1.89次封盖，命中率
为52.4%，罚球命中率更高达

83.3%。在出场的8个赛季中，
他都参加了全明星赛，并在去
年的9月 23日成功跻身名人
堂。姚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到这里追寻梦想，实现了自
己的梦想。感谢有这样的机
会，过去这么多年能在休斯敦
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虽然很
多已经是过去时，但我非常热
爱这个城市，相信未来我们还
会有很多闪光点。”

北京时间今天，NBA火箭
主场对阵公牛的比赛中场时
间，休斯敦火箭将会举行一项
特别的仪式——姚明的11号
球衣退役仪式！姚明也将成为
继德雷克斯勒、摩西·马龙、凯
尔文·墨菲、奥拉朱旺和鲁迪·
汤姆贾诺维奇之后，火箭队史
第六位退役球衣的球员。

50万游客蜂拥而至
大庙会春节人气爆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帆)
在刚刚过去的丁酉鸡年春节黄
金周，“2017武侯祠成都大庙
会”再次成为人气热点。据统
计，黄金周七天，2017武侯祠
成都大庙会接待观众逾55万
人次。大庙会各项活动将持续
至2月12日。备受关注的专家
鉴宝活动也将自初八起，连续
三天下午和大家见面。

蜀地年味央视聚焦

此次武侯祠成都大庙会
中，传统民俗的游喜神方活动以
及独具特色的文化展览、精致绚
烂的主题灯组、中外荟萃的文艺
演出、科技酷炫的体验活动等内
容引发媒体广泛关注，中央电视
台多个频道、东方卫视等媒体
均多角度直击现场活动。

海棠报春 花意满园

庙会期间，武侯祠博物馆
“第24届海棠盆景迎春展”又
如约与观众见面。500余盆川
派海棠、梅花等古桩盆景、山水
盆景，配以蕙兰、仙客来等近万
盆时令花卉，再衬以园内花开
正艳的土栽海棠、腊梅、桃花等
乔木，春意盎然。

专家鉴宝 即将登场

此外，备受广大市民和收

藏爱好者关注的大庙会专家鉴
宝活动，将在2017年2月4日
至6日举行。这期间每天14:
00—16:00武侯祠文物区香叶
轩将开启鉴宝通道。现场将邀
请川内权威考古及文物鉴定专
家苏欣、李天勇、甘晓、袁愈高、
乔馨德等坐镇，连续三天下午
为收藏爱好者带来的“宝贝”现
场听诊。观众可于活动当天上
午，到大庙会主会场的湖面谜
语长廊工作人员处领取鉴宝号
牌，每天限量80号。

地量震荡
问：周五沪指高开，盘中震

荡回落，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节后首个交易日，市场

未实现开门红，两市成交继续
萎缩，显示多数参与者还在继
续开启假日模式，截至收盘，两
市成交仅2500亿元再创地量，
涨停个股达44只。技术上看，受
权重拖累，沪指收盘失守5日均
线，不过深成指收在5日均线之
上；60分钟图显示，沪深股指均
失守5小时均线，沪指60分钟
MACD还出现死叉，不过好在
继续收在60小时均线之上，显
示短期调整后仍存在反复。期
指市场，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
仓略增，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
平整体变化不大。综合来看，

市场主动调整消化了消息面偏
空信息，随着市场参与者逐步
增加，下周才是多空的正面交
锋，由于近期新股发行有所放
缓，后市仍能重新止跌回升。

资产：周五按计划持股。
目前持有城投控股（600649）
0.1 万股，长城信息（000748）
4.8 万 股 换 股 为 长 城 电 脑
（000066）8.8496万股，广东鸿
图（002101）3万股，多伦科技
（603528）1.2 万 股 ，梅 泰 诺
（300038）1.6万股。资金余额
2771408.56 元 ，总 净 值
5794630.48 元 ， 盈 利
2797.32%。

下周一操作计划：城投控
股停牌中，广东鸿图、多伦科
技、梅泰诺、长城电脑拟持股
待涨。 胡佳杰

2017 年是中国历史传统
的鸡年，“鸡”“吉”同音，寓意吉
祥，也让股民对新春股市“金鸡
报晓”的行情有所期待。然而，
市场预期的“开门红”未现，沪
指跌0.6%，终结五连阳。

缩量下跌 A股鸡年“开门绿”

面对“开门绿”，分析人士
认为，春节假日期间，外围市场
受利空因素影响有所调整，在
一定程度上压制了A股投资者
的入场热情；同时，国内消息面
和政策面也比较平静，令做多
的投资者也颇为谨慎。此外，
开年首日，央行上调了常备借
贷便利（SLF）利率，隔夜品种上
调35个基点至3.1%，也在一定
程度上引发了投资者对于资金
面的担忧。

尽管开门红包没有如约而
至，军工、黄金、草甘膦等概念
却逆势上涨。其中，军民融合
概念股涨幅居前，个股宝鼎科
技、红相电力涨停。

军民融合太阳鸟入主成都亚光

2月2日晚间，天通股份发
布公告，出让成都亚光电子股
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
太阳鸟5.98%的股份。太阳鸟
方面表示，公司十分关注军工
电子领域的拓展机会。本次收

购业内龙头企业亚光电子，则
是公司战略转型升级的“最优
选择”。

诚然，在军民融合纵深发
展的大背景下，上市公司正在
加速布局。
下周预判市场孕育春季行情

在业内看来，鸡年的首个
交易日，A 股的正剧还未上
演。分析人士认为，市场量能
的不济意味着资金尚未大举入
场，节后刚刚开市尚不具备大
行情，真正的行情演绎需要等
到下周。

巨丰投顾指出，总体上，新
年的经济数据向好下，股市支
撑明显。而在增量资金预期逐
步加大下，市场结构性上涨行
情仍值期待。短期看，外围不
确定性以及国内监管严格下，
市场还有反复，但中期筑底向
好局面依旧。

军民融合领域，中银国际
认为，2017年军民融合领域的
投资标的将会存在较明显的分
化，建议投资者从两个方向筛
选相关标的，一是具有较强可
持续研发能力，并存在较大成
长空间的标的；另一个是传统
业务良好，存在军工外延预期
的标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观天下

休斯敦设“姚明日”
小巨人球衣今退役

鸡年股市首秀收绿
军民融合抢占风口

2017年央视鸡年春节联欢
晚会，1月28日凌晨零点46分，
在央视1号演播厅圆满结束。晚
会长达4个多小时，共上演40多
个歌舞、喜剧语言类节目，取得了
巨大成功。据中央电视台通报，
今 年 晚 会 总 收 视 份 额 达 到
78.72%，其中全国(含地方台转
播)电视直播收视率达30.88%，
跨屏收视率达31.46%。所有节
目中，张杰和毛阿敏的歌曲对唱
《满城烟花》夺得收视最高点，
36.69％。在四地春晚分会场中，
桂林分会场收视最高。

语言类节目
“好听，好笑，好看”

央视春晚迄今已成功举办了
34届。今年央视第一次在春晚现
场设立了媒体观摩席。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和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18家媒体
代表，一起应邀在央视1号演播厅
观看了春晚的精彩现场演出。

除了有观众熟知和喜爱的熟
面孔外，鸡年春晚语言类节目还
吸纳了不少新人新作，所占的比
重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远
超往届。

今年春晚主创人员通过梳理

2016年度大事要事和普通百姓关
心的民生热点，提炼出100个语言
类节目的创作选题，再筛选出40
个选题投入剧本创作，遴选出20个
入围作品进入三轮预审，最终推出
登上春晚舞台的作品，其数量堪称
近年来春晚之最。

高颜值春晚
川籍群星大放异彩

今年胡歌、井柏然、邓紫棋等
大批90后明星登上春晚，抓回了大
批90后春晚观众。

多位影视演员也来“跨界”。胡
歌、王凯、鹿晗、张艺兴、王子文、关晓
彤、傅琰东等人的节目，各有看点。

四地分会场与北京央视主会
场同步直播，充分展示当地的民俗
特色和人文风情，实现“东西南北
中，全民大联欢”。根据中央电视台
公布的官方数字，鸡年春晚并机频
道总收视率达到17.64%，相较去年
提高0.48个百分点。其中，综合频
道收视率为 7.65%，比上年提高
0.67个百分点;综艺频道收视率为
5.45%，比上年提高 0.04 个百分
点。此外，在上海、哈尔滨、桂林、凉
山四地春晚分会场节目收视排名
中，桂林分会场拔得头筹。在整晚
歌舞类节目中桂林歌舞排名第二，

在全场综合节目中桂林排名第五。
张杰作为四川明星，和毛阿敏在

今年春晚上对唱的歌曲《满城烟花》夺
得收视最高点36.69％，乐怀了张杰的
父母亲和岳父岳母。2月1日中午，华
西都市报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张杰的
岳父谢扬功，谈到女婿张杰第二次登
上春晚的收视成绩，谢扬功在电话另
一头笑呵呵:“听到这个消息，我和谢
娜妈妈高兴得很哪！一家人都高兴。
女儿谢娜也很高兴。感谢中央电视台
春晚给张杰上春晚的宝贵机会。”

谢扬功透露，张杰在1月27日除
夕夜参加完央视春晚，第二天一早就
从北京回到了成都，给父母及岳父母
拜年。谢扬功说，张杰很孝顺老人，
这几天一直在成都家中陪伴父母亲
过年。“张杰事业心强，又孝敬老人。
真是一个好女婿。”

今年央视春晚上的四川元素多
多。四川的熊猫、火锅、杜甫草堂 ，
都进入了春晚形象宣传片。廖昌永、
谭维维、王子文、刘仪伟、云朵、霍勇、
陈小涛、张杰、吉克隽逸、肖杰、杨凯
以及四川大学舞蹈队等一大批川籍
明星阵容，纷纷亮相，向全国、全世界
展示了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四川
文化的良好形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
恩湖北京央视春晚现场摄影报道

央视春晚收视率公布:

张杰毛阿敏对唱成最高点

“今年春晚，创新节目多，有突破，我喜欢!”
“今年春晚，欢乐气氛浓，让我们在快乐中度过了除夕夜。
大批90后演员亮相春晚，让人赏心悦目！”……

1月28日，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分别与日、德、法、
俄、澳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
美国媒体2日曝出，与澳大利
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通
电话时，特朗普对美澳政府此
前达成的一项难民安置协议
大为光火，称这是当天“最糟
糕的一通电话”。原本预计通
话1小时，但是只进行了25分
钟，特朗普就挂断电话。

美国媒体2日曝光特朗普
与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
亚·涅托电话交谈节录，前者
要求后者管好“坏蛋”，否则美
国“可能”出兵墨西哥。

春晚现场。

大庙会人气爆棚。

创富纪

78.72%
金鸡报晓

金鸡报晓
jīn jī bào xiǎo

释义：公鸡打鸣告诉人们
天将要亮了。寓意吉祥向
上，黎明马上就会到来。
出处：《神异经·东荒经》：

“盖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
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
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
鸣，潮水应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