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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金流向方面，11个
行业资金净流入，其中医药制
造、酿酒行业、工程建设等行业
资金净流入居前。50个行业资
金净流出，其中房地产、水泥建
材、机械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居前。

龙虎榜显示，9只个股获机
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爱司凯（300521）公司主要

从事工业化打印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目前主导产品为计算机直接制
版机（CTP），包括胶印CTP 和柔
印 CTP。 20 日获机构净买入

2249万元。
坚瑞沃能（300116）公司去

年9月份并表沃特玛，沃特玛是
国内动力电池市场第一梯队的
成员之一，产品以磷酸铁锂为
主，主要应用于纯电动商用车、
物流车和通信基站等储能领
域。20日获机构净买入1269万
元。

华斯股份（002494）公司业
务涵盖动物育种、原皮交易、原
皮加工、裘皮服饰设计生产、终
端零售、互联网金融服务等业
务。20日获机构净买入931万
元。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赵雅儒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探
底回升，收盘微涨，你怎么看？

答：在四连阴之后，市场迎
来止跌回升。盘面上，由于周三
企稳的次新股及高送转板块并
未得到延续，雄安新区概念股也
表现较差，使得股指午后还一度
杀跌，不过午后两点半市场快速
翻红并延续到收盘。截至收盘，
两市涨停个股为27只，跌停个
股依然有18只。技术上看，沪
深股指盘中最低均未跌破周三
低点，不过两市合计成交萎缩至
4649亿元，显示短期恢复人气
还需时间；60分钟图显示，沪深
股指均收复了5小时均线，且60
分钟MACD指标也呈现出即将金
叉的迹象，显示超跌反弹还会延
续。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减少，各期指合约负
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减。综合

来看，种种迹象表明，超跌反弹
已经展开，反弹的首个压力位应
该在10日均线附近。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16.65元
买入尖峰集团5万股，之后以16.85
元卖出5万股；另以57.5元买入多伦
科技1.2万股，之后以57.8元卖出
1.2 万股。目前持有广东鸿图
（002101）3 万 股 ，多 伦 科 技
（603528）1.2 万 股 ，山 东 黄 金
（600547）1.6 万 股 ，尖 峰 集 团
（600668）5万股，太空板业（300344）
3.5万股，中科曙光（603019）1.38万
股，东方园林（002310）2.3万股。资
金余额1868145.47元，总净值
5931099.47元，盈利2865.55%。

周五操作计划：山东黄金停
牌中，太空板业、广东鸿图、中科
曙光、东方园林拟持股待涨，多
伦科技、尖峰集团拟先买后卖做
差价。 胡佳杰

马应龙（600993）：4月20
日涨停。主营中成药的上市公
司。A 股市场历来是“喝酒吃
药”，白酒股近期大涨，贵州茅台
连创历史新高，古井贡酒等表现
不错。在这种情况下，中药股也
会有所表现。实际上，除了马应
龙，桂林三金20日也涨停，天坛
生物、云南白药涨幅在5%以上。

金证股份（600464）：4月
20日涨停。互联网金融概念，
2012 年至 2015 年走出一波大
牛，股价上涨数十倍，之后就一
路下挫，股价腰斩再腰斩，成为
超跌股的代表。20日，金证股
份率先涨停，银之杰跟在后面。

金证股份近5个交易日有2根长
阳，且有一定的成交量。如果指
数不大挫，该股中短期股价大概
率稳住了。

银龙股份（603969）：4月
20日跌停，4月19日涨停。雄
安概念火了整个4月，前半个月
每天都有数只个股涨停，但有赚
钱效应的并不多，因为多是一字
板而不是换手板，银龙股份算是
有赚钱效应的一个。然而，该股
19日涨停，20日却低开4.8%，到
了下午干脆跌停。20日，雄安
概念整体表现不佳，数字政通、
金隅股份等都跌停。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58同城的颜色变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58同
城变了一个颜色更丰富的品牌Logo，而对于58这却
意味着战略上的规划和调整。“58Logo的变化代表着
我们在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构建平台生态，实现自我迭
代，践行品牌战略。”58集团CEO姚劲波在接受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创新业务和新技
术的投入将是58未来发展的重点。

新财年聚焦主航道
根据58同城财报显示，2016年全年实现运营现

金净流入2.482亿美元，2015年则为净流入1080万
美元。从2012年第四季度至今的17个季度中，58实
现15个季度的净运营活动现金流为正。

“2016年可以说是整个58集团调整优化、积蓄
能量的一年，在招聘、房产、汽车、黄页以及二手物品
交易等传统及创新业务的收入结构上，趋合理化，而
从各项核心业务的增速看，也显著领先于同行业。”姚
劲波说。

以非美国会计师准则计算，2016财年第四季度
归属于58同城公司的净亏损为70万美元，而与去年
同期净亏损为4850万美元相比，幅度大幅收窄。姚
劲波表示，在新财年，58整个集团要聚焦主航道，除
了要聚焦房产、招聘、汽车、创新业务这些大板块，还
要聚焦于用户对58最核心的认知。“如果我们的主航
道主产品不做好，只忙于做附加边缘产品衍生产品，
这艘大船会变得不稳，甚至整个船头会沉下去。”

招聘业务将超房产成首位
记者了解到，58同城的房地产业务收入占总体收

入40%以上，但姚劲波表示，自去年房地产新政后，今
年的调控进一步加码，因此对这一块会比较谨慎看待。

“除房地产外，我们会提升其他业务板块的收入，
预计到今年结束，58的招聘业务将超过二手房包括
新房的业务，重新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

近日，58集团旗下二手交易平台转转获得了腾
讯2亿美金的投资，而转转业务为代表的二手交易市
场也将成为新财年中58集团的重点。

“转转”是一个有机会承载、嫁接 58集团所有业
务的底层用户平台。在内部，转转之于58集团，就像
微信、QQ之于腾讯。”姚劲波表示，目前中国的二手
交易市场虽然还处在初期阶段，但智能手机的普及，
大众对于二手交易接受度的不断提升，为二手交易市
场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创新业务和新技术的投入将是未来重点
“作为平台型企业，我们有大量的用户数据和用

户偏好，所以人工智能是58集团必然会应用的一个
领域。”谈及今年大热的人工智能领域，姚劲波阐述了
58集团拥抱这一领域的思路，他表示，58集团从两年
前就开始关注人工智能，从大数据和算法团队衍生出
了AI团队。

除了往前看拥抱未来，发展AI，姚劲波的眼睛也
盯回了农村，他表示，目前国内尚缺少专门针对农村
的互联网领域的好服务，让他们能通过平台挣钱、脱
贫。“58集团近年来已经开始布局农村互联网市场，这
就是农村版的58同城，主要解决1至10公里的农村信
息孤岛问题，农民可以免费发布各类便民生活信息。”

姚劲波表示，58农服实际上只是58布局农村互
联网市场的其中一步。未来58集团会进一步推进

“58同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彬焕

国际金价深V反转
成都千足金月涨20元

国际金价表现强劲。继3月走出深V
走势之后，四月金价再度爆发，继15日创下
近5月新高后，4月17日再度刷新至1295
一线，直逼1300关口。伴随着国际金价的
持续上涨，成都本地的金饰价格也水涨船
高，千足金月涨幅达到20元/克。

3月上旬，国际金价一度快速下行，直逼
1200美元/盎司的关口。但3月中下旬开
始，金价出现深V形反转。进入4月份以
来，一直呈现稳定整理的态势，最近一周突
然发力，从1250美元/盎司一路上涨。最高
涨至1290.59美元/盎司，创出近5个月新
高。从3月中旬开始算的话，这一个月以
来，国际金价每盎司已经上涨了约80美元。

对于近期金价飙涨的原因，分析人士表
示，主要源于动荡的周边形势以及紧张的地
缘政治，使得黄金避险价值凸显。

伴随着国际金价的持续上涨，实物黄金
市场价格也水涨船高。4月20日，记者走访
发现，近期成都各大金店的价格，也有不小
幅度的上调。位于春熙路的周大福，千足金
价格已经上调至368元/克；而部分本土金
店，千足金价格则维持在350元/克左右。

“最近金饰的价格已经调了几次，相比
上月低的时候，每克已经涨了约20元左右
了。不过，受国际金价的影响，今天的价格
比昨天调低了3元。”一金店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3月中旬，周大福的千足金价格一度低
至每克347元；进入4月，则维持在360元左
右。4月17日，国际金价创下新高，周大福
的千足金也上涨至373元/克的近期高点。

不过记者发现，金价的上涨，并没能激
发市民的购买热情，各大金店的柜台前，前
来买黄金的人仍然较少。“一般像春节、国庆
这样的节假日时是黄金销售的旺季，现在则
处在买金的淡季。”某本土金店的工作人员
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白 杰 品 股 超跌反弹

掘 金 龙 虎 榜 医药制造获机构净买入

追 涨 杀 跌 雄安概念继续下挫

58集团CEO姚劲波：

创新业务将是未来重点

新财年 新

预计到今年结束，58
的招聘业务将超过二手房
包括新房的业务，重新成
为第一大收入来源。

——姚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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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得太多，动得太少。这是很

多退体老年人的生活现状。老年人

长时间坐着不动，很容易催生肥胖和

大肚腩。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

每年有 200 多万人因久坐而死亡。

老年人有的坐在电视机前，欣

赏各种题材的影视剧；更有甚者，

长时间打麻将、埋头耍手机等等。

于是，老年人颈部开始出现疼痛、

手脚麻木等症状。其实，久坐不动

的人容易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疾

病。从而产生腰部疼痛，一侧下肢

或双下肢麻木等症状。一旦患上

了腰椎间盘突出疾病，常会伴有

慢 性 腰 腿 痛 的 症 状 ，建 议 服 用

主治慢性腰腿痛，且有舒筋活络、

温肾补血功效的中药膏。

为了你的身心健康，不要久

坐下棋、玩麻将等，老年人更不

可久坐家中闭门不出。而患有

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风湿骨

病的老年患者，除了坚持服用正

确的药物外，更应该适时地参加

运动锻炼。

父母的老慢病，有没有让你一筹莫展？孩子一有病，是不是你就手忙脚乱？爱人的老毛病，会不会让你为他的健康担心？
《养身集》一档全新的养生健康知识传播平台，从喝水到吃饭，从工作到睡觉，全面解析养生之道，为您开启健康通道。

对于疾病 “康复”的理解，
许多人仅仅停留在“按摩、针灸、
拔火罐”等传统疗法。其实，康复
不是医疗后的延续，不是疗养，在

急性期就应尽早介入，否则，等出

现功能障碍后再进行康复治疗，

将事倍功半。高血压、高血脂、冠

心病人群容易引发中风的同时还

会出现心悸气短等症状，这些都与

气血亏虚有关，建议服用可用于气
血亏虚的中成药进行预防。

具体地说，中风后康复应该
遵循以下三条重要原则：

1.康复应尽早进行。只要病

人神智清楚，生命体征平稳，病情

不再发展，48小时后即可进行。

2. 中 风 的 康 复 要 与 治 疗 并

进。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坚持规

律的生活，多做力所能及的参与

性活动，重新找回自信。
3.约 40%脑卒中病人可有复

发，同样需要加强规范的中风预防

措施。
中医认为，高血压、高血脂、

冠心病是由气滞血瘀、经络失养
引起。

建议服用含有补益气血功
效的肉桂叶、老鸦嘴，以及行气

化瘀、舒筋活络功效的狮子尾、

高山龙的中成药。中风的前兆

有，头晕、肢体麻木、吐字不清、

眼前突然发黑等，如果您出现过

这些症状，可别大意。

家有病人，一日三餐，会给

这里带来诸多不便。尤其对一

些特殊的病人，例如 2 型糖尿

病患者，饮食方面，更要慎之

又慎！

因为，糖尿病本身属于以

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类疾病，

对于饮食格外挑剔。那么，2

型糖尿病又该如何饮食呢？

目前，世界权威医学组织

指出，在中西药物治疗的基础

上，利用 5：2 的饮食方式可以

帮助有效降低个体的血糖水平

及体重，起到良好的辅助降糖

效果。

5：2 饮食法即一周连续两

天时间只摄入 600-1000 卡路

里的低碳水化合物饮食(2 天的

间歇性的能量限制饮食方式)，

另外 5 天正常进食。

2 型糖尿病患者除了掌握

这种 5：2 的饮食方式外，饮食

仍需注意一些细节。

当然了，目前，对于 2 型糖

尿病患者建议采用中西药物联

合疗法，坚持服用西药外，加

服舒筋活络、温肾补血的中成

药，修复脏腑机能，以及服用

能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药物。

康复不是疗养

尿频，是老年人常见之
病。老年人由于年龄大了，脏
器衰弱，体质较差，肾阳不足，
中气下陷，膀胱失约，导致尿
频，尤以夜间为甚，因而睡眠
受扰，给一些老年人带来烦
恼。有些老人，因为尿频，甚
至不敢走访亲友、外出旅游以
及一些社交活动。今日，我们
给大家推荐一款缓解尿频的

食疗方法--鸡肠方。
鸡肠方：鸡肠1副，益智仁

20克。将鸡肠洗净，与益智仁
一起煲汤，去药渣后，于上午
饮服，不要晚上服。

如果除了上述症状外，您
还有多汗、便秘、失眠、皮肤瘙
痒的症状，正寻找省钱，且又
简便易行的食疗方法，可以拨
打栏目热线详询！

久坐易致腰椎间盘突出 快点“动”起来！
运动保健

5：2饮食法 糖友请看！
家有病人

中风康复细节你真的懂吗

鸡肠方——缓解尿频
今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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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86969013

康复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