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A 股市场将迎来年内解禁第
三高峰。数据显示，9月解禁总市值合
计达到 3040.99 亿元。而今年以来的
三个解禁高峰分别为2月(3214 亿元)、
12月(3082亿元)和9月。面对即将迎来
的解禁大潮，当前A股市场恰逢3300
点的保卫战，本周市场情绪能否保持乐
观、多头是否仍然斗志昂扬，将对9月
份解禁的操作形成一定的影响。

迎来解禁第三高峰
9 月份合计限售股解禁市值为

3040.99 亿元，比 8 月份的 2561.84 亿
元增加了 479.15 亿元，增加幅度为
18.70%。9月份解禁市值环比增加近
两成，目前计算为2017年年内第三高。

从解禁股数量来看，9 月合计解
禁股数为 290.64 亿股，是年内最高
点。分市场板块来看，主板解禁股数
为 224.10 亿股；创业板和中小板的解

禁股数分别为 30 亿
股和 36.53 亿股。不
过从市值上来看，西
南证券指出，9 月份
创 业 板 的 解 禁 市 值
为2017年年内最高，
也是去年 12 月份以
来最高，中小板的解
禁市值为年内 适 中
水平。

个股方面，海航
控股、节能风电、重庆燃气的9月解禁股
数最多，分别为 46.24 亿股、19.20 亿股
和 14 亿股；信威集团、供销大集的 9 月
解禁股数也均超过12亿股。

从解禁股数占当前自由流通市值
的比例来看，重庆燃气、福斯特、龙宇燃油、供
销大集的占比最高，分别达到897.55%、
476.29%、359.12%和280.82%。这些个
股的解禁对股价可能造成的影响也会相对
较大。

在中报披露期和市场情绪中，业绩
也是影响解禁大军思维的重要因素。西
南证券指出：如果上市公司业绩不佳或
价值高估，遭到套现的可能性较大。

9月震荡概率大
A股市场上周在金融和周期股的带

领下放量上攻，收出长阳线攻破3300点
强阻力位。这一强阻力位的突破并不容
易，不过当前的市场动能和市场情绪仍
然较为乐观，在多头情绪占上风的情况
下，A 股市场 9 月即便面临解禁大军，行
情仍无需恐慌。

当前，A 股市场资金面平稳，8 月份
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不断投放流动
性，以缓解资金紧张局面；另一方面市场
成交量温和放大，反映出市场情绪较高。

中投证券指出，虽然上周五是第一

根站上 3300 点的阳线，后续或有反复，
但短期来看，市场情绪有较强提振，市场
有望延续活跃，中小盘股也有望受到带
动，操作上可以适当积极。本周需要密
切关注3300点能否成功站稳。

而近期市场中的主线开始变得不那
么明朗，蓝筹、成长、周期均有间歇性的
表现，不过主要板块行情仍有支撑。广
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杰指出，中报
季内公告率较高、实现高增长且盈利能
力改善的周期品逻辑尚未破坏，继续推
荐供给收缩的周期股。总体而言，现阶
段配置整体突出“攻守结合”的均衡特征
——以低估值品种(金融、建筑)为“盾”，
以供给收缩周期(钢铁、电解铝、化工、造
纸等)为“矛”。

西南证券策略分析师朱斌认为，新
高之后，需要更加重视均衡配置，周期
股可以继续持有，但是也应该重视布局
成长股。周期股可以作为中短期配置选
择，而成长股则可以作为中长期配置选
择。这是因为，周期股今年的利润增长
虽然很高，但由于基数效应，明年的增速
将显著下降。相比之下，新兴产业的成
长空间要大得多。摘自《中国证券报》

环比增加近两成——

9月A股解禁市值超30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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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 8 月，香港的一场流感
已导致 300 多人死亡。感冒，在常人
看来很普通的小毛病，何以如此凶险？

日前，记者采访了常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阳湖院区呼吸科主任医师殷小
伟，听他解读人体战役中“敌我对抗”
全过程。

什么是感冒
现实中，病毒和细菌在空气和人体内

无处不在，但我们的人体是个神奇而复杂
的机体，时时处于“敌我”防御和对抗状态，
分分秒秒都在进行永不结束的战役。感
冒只是这个庞大战役中的一场。

“在医学上，感冒是上呼吸道感染的
一种类型。”殷小伟说。

感冒又称伤风、冒风，是风邪侵袭人
体所致的常见外感疾病。临床表现以鼻

塞、流涕、咳嗽、头痛、畏寒、发热、全身不
适为其特征。全年均可发病，尤以冬春
季多见。如果由流感病毒感染所致，常
病情较重，在一个时期内广泛流行，称为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西医学的
上呼吸道感染属中医的感冒范畴。西医
学认为当人体受凉、淋雨、过度疲劳等诱
发因素使全身或呼吸道局部防御功能降
低时，原已存在于呼吸道的或从外界侵
入的病毒、细菌可迅速繁殖而致病，普通
感冒以鼻咽部症状为主要表现。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气管支气管粘
膜上生长有一层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假
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它的表面生长
有细如发丝的纤毛，不断地从下往上运
动，就像扫地一样，把吸附在气管黏膜表
面的细菌、病毒和灰尘慢慢地清扫出我
们的身体，然后通过咳嗽把这些垃圾咳
嗽出去。这只是人体免疫的功能之一，
事实上，我们人体的每个器官都有自身
的防御系统。

人体如何对抗感冒
在一道道防御下，我们又是怎么感

冒的呢？

这里，我们要说一说病毒。它自己
不能在空气中复制，所以会千方百计寻
找人体和动物作为温床。当一个被病毒
感染的病人打喷嚏时，病毒就会以每小
时160公里的速度引爆空气。其中含有
百万个病毒，最远可以飞出 3.6 米，寻找
一位新主人。

当疲劳、熬夜、受凉时，人体免疫功能
明显下降，最初由病毒入侵破坏呼吸道纤
毛柱状上皮细胞的防御功能，并在细胞内
大量复制，然后再去破坏更多的正常细
胞，此时其他人体守护卫士的战斗力也会
随之下降，细菌也会趁虚而入致病。

首先发现警情的就是吞噬细胞，它们
是巨噬细胞的一个小分队，也是人体最忠
诚的卫士。吞噬细胞们一个个张开大口
把病毒和细菌活生生吃掉。在战斗打响
的同时，巨噬细胞还会向体温调节中枢发
出信号，调高体温，引起发烧。

这边，奋力厮杀的巨噬细胞与病毒
和细菌展开英勇顽强的搏斗，最终与敌
人同归于尽。临死前，它们会在自己的
身上贴上标签，表示已被病毒感染“黑
化”，请求“向我开炮”。

免疫系统中的哨兵T细胞看到标签

后，就会火速派出尖刀部队——杀伤性
T淋巴细胞，排山倒海地冲向身体各处，
仔细地寻找那些受感染的“黑化细胞”和
漏网之鱼，然后“大义灭亲”，最大限度地
保障人体的安全。

当然，杀伤性 T 淋巴细胞并不是盲
目地“杀戮”，它还派出了 B 淋巴细胞对
这些被感染的病毒和细菌进行仔细辨
认，一一记住特征，并产生抗体。下次，
当这些病毒和细菌再次入侵时，就能用
上次战斗中“研发”的抗体进行针对性打
击。这就是我们获得的免疫力。

当战斗结束时，体温调节中枢就会
收到信息，通过出汗来散发热量，返回到
正常体温。

如何预防感冒

都说感冒是个小毛病，但也可能是
个大毛病，如果不能好好休息，也可能出
现严重并发症，比如肺炎、心肌炎等，严
重的可导致后遗症久治不愈和死亡。

在感冒的病原体中，比较可怕的是
甲型流感病毒。和细菌相比，甲型流感
病毒不仅拥有超强的侵略性，而且还懂

得“伪装”和“潜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病毒变异，病毒变异的结果是人体对它
普遍没有免疫功能而致病。此次香港爆
发的流感就由于病毒变异而起。它们感
染人体后在人体健康的细胞内进行复
制、繁殖。这些流感病毒像鸡蛋破壳一
样，再寻找更多的健康细胞为母体进行
二次繁殖、三次繁殖。遗憾的是，我们的
杀伤性 T 淋巴细胞一时无法识别，从而
引发更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死亡。

“预防感冒，我们要从几方面防范。”
殷小伟说，首先，我们要和感冒病人保持
一定的距离，至少要一米以上。要经常开
窗通风，勤洗手，防止病从口入。另外要
增加身体的免疫功能，适当的锻炼。但是
感冒时，一定要注意休息。他特别提醒年
轻人不要熬夜，建议每天睡眠七到八个小
时。对于年老体弱者的高危人群，在流感
爆发时可以提前到疾控中心打流感疫苗。

我们常说感冒后要多喝开水，殷小
伟认为，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多喝开
水确实可以缓解感冒发热症状，有利于
补充水分，及时排出机体代谢产物。当
然，喝水也要适量，不必拼命喝、让身体
难受。 姜小莉

——专访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呼吸科主任医师殷小伟

我们为什么会感冒？

水资源短缺一直是一个限制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致命难题。但也许
大家有所不知的是，造成短缺的原因
并非水资源本身的匮乏，而是严重的
水污染导致可利用的水资源变得弥
足珍贵。

众所周知，机器人变革着人类社
会。不久前，德国一个科研团队就研
发出一种能为我们在污水中清除污
染物和致病菌的微型机器人。

应对受污染的水源，传统的做法
往往是使用氯或者其它消毒剂来进
行消毒，但这样一来，细菌固然可以
被杀死，但它们的遗体仍旧会留存在
水中，而且高浓度消毒剂所产生的副
作用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研究人员想到了近年来在环境科
学领域表现不凡的微型马达，它们利用
简单的分子系统或化学机制，能够在水
环境中实现自我推动。稍加改造，就可

以制造出在水中吸附有机物、重金属等污
染物质、简单灵巧的微型机器人。

研究团队于是设计了这款具有纳
米银涂层的球状微型机器人。简而言
之，这是一个直径为15微米的球状颗粒，
它的一侧表面为镁，用于与水反应产生
氢气小气泡来推动整个机器人的行进。
另外一面则依次附上了铁涂层、金涂层
和最表面的纳米银粒子，细菌一旦附着
于球体表面，就会被具有杀菌功效的纳
米银杀死。

实验室的测试表明，机器人能在水
中工作 15 至 20 分钟，能够清除 80%以
上的大肠杆菌。同时，在使用结束之
后，操作人员可以很方便地用磁铁将这
些机器人从水中取出，也能顺便把死去

的细菌脱出水体。
那么这种微型机器人到底是如何

工作的呢？它如何实现自我推动？如
何实现杀菌？

机器人的“推动燃料”是其尾部的
金属镁。在水中，镁会与水分子反应生
成镁离子、氢氧根和氢气，这些氢气会
以小气泡的形式从球体机器人尾部冒
出来，从而推动机器人无规则游动。

而其杀菌功效主要来自纳米银微
粒。在接触到细菌细胞膜时，纳米银能
够释放对其有害的银离子，而细胞膜偏
酸性的 pH 值则能加速银离子的释放，
并使其附着于细菌表面。接着，银离子
就会与细菌蛋白质中的硫醇基结合，并
迅速破坏细胞膜的渗透性。最终，使细

菌溶解并死亡。
微型机器人的制备并不复杂，说白

了就是在镁金属球上裹上一层一层的
涂料。

由于机器人靠镁和氢氧根反应推
动，镁元素耗尽时其寿命也就结束了。
实验证明机器人在酸性的环境下游动
最快，pH=5.0 时速度为 27μm 每秒，而

随着 pH 的增长速度下降，在 pH=6.5
时只能达到 6μm 每秒。

相对应的，镁元素消耗得越快，小机
器人寿命越短。pH=5.0 时其寿命只有
12分钟，而pH=6.5时长达20分钟。

微型机器人的反应过程中会不可
避免地产生其他金属离子。考虑到其
主要推动力是镁和氢氧根的反应，生成

物中会有大量的镁离子，且因为其间也
有铁的涂层，水中也残留了一定量的铁
离子。

不过不用担心，这些残留物都严格
控制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对饮用水
的 标 准 之 下 ，也 就 是 镁 离 子 10mg-
50mg/mL和铁离子的0.3mg/mL。

至于主要杀菌剂银离子，WHO 对
正 常 饮 用 水 中 银 离 子 的 标 准 是 少 于
0.005μg/mL，但对于存在需要杀菌处
理的污染饮用水标准为 0.1μg/mL，而
这款小机器人成功地达到了这一要求。

无论如何，这样一款原理易懂、制
造简单的机器人，居然能在污水处理上
大显身手，再次见证了工程师大神们的
脑洞。 来源：DeepTech深科技

净水神器——

身披“纳米银甲”的球形机器人

财经 资讯

在台北地标建筑 101 大厦 91 层
观景台上，与前几年有了些许不同，多
了一些来自东南亚的游客。

据统计，今年 1 至 7 月，东南亚旅
客登上台北101观景台的参观人次较
去年同期增长 69％，但依然无法弥补
整体参观人次的大幅减少。101 观景
台今年前 7 个月的整体参观人数为
124 万，较去年同期减少 24％，减少
40万人。

101 观景台的近况正是台湾旅游
业的一个缩影。据当局观光部门 7 月
公布的统计，去年 5 月至今年 4 月，赴
台大陆游客人数为 287.4 万人次，较
同期大减 145.6 万人次，而东南亚旅
客则只增加了30万人次。

业界人士分析，今年大陆赴台游
客继续减少，台湾全年观光收入损失

可能会达到 743.3 亿元（新台币，下同），
而东南亚旅客却只能增加约 77 亿元观
光收入。

民进党当局去年 5 月上台以来，全
力推动所谓“新南向”政策，以摆脱对大
陆游客市场的依赖，不断强调“新南向”
国家来台旅客有大幅成长。但在业者和
民众看来，收效甚微。

台湾观光旅馆公会理事长赖正镒认
为，“新南向”政策虽然有一定成效，但对
于大陆游客来台人数锐减对观光业的巨
大冲击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台湾《联合报》近日刊文援引观光业
者分析称，大陆游客消费力远较东南亚
旅客强，加上陆客1年来台人数动辄数百
万，比东南亚旅客多很多，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东南亚赴台旅客人数虽然多了，但仍难
以填补大陆游客减少留下的空白。

“新南向”国家旅客量原本就较少，
例如 2016 年大约有 170 万东南亚及印
度旅客，尚不及大陆旅客的一半，仅约占
来台旅客的六分之一，所以增加再快也
补不了陆客下滑的观光损失。此外，从
消费能力和游客平均逗留天数看，减少
一个大陆游客，大概要 1.88 个东南亚旅
客才能弥补。

北投、淡水老街、九份、阿里山、日月
潭⋯⋯这些大陆游客青睐的景点，如今
常见空空荡荡的游船、冷冷清清的餐厅，
往日熙熙攘攘的景象早已不复。台北、
高雄等地的夜市、酒店接二连三出现转
手和关门停业的情况，游览车业也陷入
严重困境。

台湾旅游业界人士认为，民进党当
局上台一年多过去了，客观事实已表明：
台湾整体观光及周边产业均已受到严重

冲击。
“我们这些做茶叶生意的日子都不

好过。”在阿里山经营制茶厂的阿骏告诉
记者，大陆游客不来，他们这些小本经营
者最有痛感，生意比以前少了一半以上。

业内人士认为，民进党当局的“新南
向”政策，还面临培养足够的东南亚语导
游、提升台湾对东南亚市场的旅游知名
度等诸多问题。

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发言
人李奇岳认为，要解决台湾观光业惨淡
的现状，关键还在于重新吸引大陆游客
赴台。而大陆游客赴台人数大幅下降，
主要原因是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关系陷入
僵局，导致大陆民众赴台意愿降低。

李奇岳表示，改善两岸关系，不只是
对台湾观光产业好，台湾的百行百业都
会因此受益。 据新华社

台湾旅游业者叹困境难解

本周首个交易日 A 股延续强
势。上证综指盘中创出 2016 年 1
月以来的新高。

当 日 上 证 综 指 收 报 3362.65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31.13 点，涨幅
为 0.93％ 。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10809.74 点 ，涨 150.73 点 ，涨 幅 为
1.41％。创业板指数涨 1.65％后以
1842.83 点 报 收 。 中 小 板 指 数 报
7299.12 点，涨幅为 1.42％。股指走
升带动沪深两市放量，总量超过6400
亿元。 据新华社

沪指创本轮反弹新高

上证综指 3362.65 +31.13 +0.93％
深证成指 10809.74 +150.73 +1.41％

记者 28 日从长沙市国土资源
局获悉，为进一步调控楼市，长沙市
计划在 9 月份对部分住宅用地启动

“限房价＋竞地价＋摇号”试点。这
意味着试点地块将被实行地价与房
价“双限”政策，以抑制土地高价拍
卖、保障楼市刚需。

根据试点新政，今后长沙在试
点住宅用地拍卖过程中，先设定住
宅销售限价，然后根据住宅销售价
与住宅综合开发成本，按不高于土
地挂牌起始价的 150％，综合确定
土地交易最高限价。试点土地拍卖
时，当宗地竞价未达到最高限价，最
高报价人即为土地竞得人。当竞价
达到最高限价时，仍有两个或以上
竞买人要求继续竞买的，停止网上

竞价，改为现场摇号产生竞得者。
根据规定，试点地块房屋销售价

格 由 发 改 部 门 根 据 长 沙 市 内 五 区
2016 年 10 月份房屋销售均价和现时
房屋销售价综合确定；住建部门根据
试点地块测算住宅商品房开发成本

（含一定利润）；国土部门根据房屋销
售价与开发成本确定土地竞拍最高限
价。同时，要求土地竞得人在取得土
地后不能再调整规划，必须确保限价
房质量。

据记者了解，新政主要针对长沙刚
需市场，通过限定住宅销售价和土地最
高拍卖价，保障刚需住宅商品房有充足
土地供应，确保刚需购房者有房可买、
买得起房。目前，长沙市已选择3个纯
住宅地块进行试点。 据新华社

长沙：

拟试点房价与地价“双限”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