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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理财
SHENG ZE ZHOU BAO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关于推
广第二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
知》，决定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科技
金融创新等五方面 23 项改革举措。在
科技金融创新改革方面，则包括了在区
域性股权市场设置科技创新专板等 5 项
措施。

此次确定的推广改革措施包括知识
产权保护方面 5 项、科技成果转化激励
方面 4 项、科技金融创新方面 5 项、军
民深度融合方面 6 项、管理体制创新方
面 3 项等五方面。
科技金融创新层面具体改革措施包
括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置科技创新专板；

基于“六专机制”的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
期金融综合服务；推动政府股权基金投向
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容错机制；以协商
估值、坏账分担为核心的中小企业商标质
押贷款模式；创新创业团队回购地方政府
产业投资基金所持股权的机制等，推广范
围分别是 8 个改革试验区域以及全国。

作为最早设立科技创新专板的区域性
股权市场，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总经理
张云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推广科技创新
专板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一是扶持科技
型、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是实现创新驱动
的重要举措；二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
资问题的具体措施；三是探索多层次资本
市场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
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置科技创新专板由
证监会指导，主要内容为：根据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特点，在区域性股权市场推出
“科技创新板”，提供挂牌展示、托管交
易、投融资、培训辅导等服务，开拓融资
渠道，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设置科技创新专板仅限于京津冀、上海、
广东 （珠三角）、安徽 （合芜蚌）、四川
（成德绵）、湖北武汉、陕西西安、辽宁沈
阳等 8 个改革试验区域。
据统计，上述 8 个试验区域有北京股
权交易中心、天津股权交易中心、石家庄
股权交易中心、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安徽股权交易中心、天府股权交易中心、
武汉股权交易中心、陕西股权交易中心和
辽宁股权交易中心等 11 家区域性股权市
场，这意味着 11 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可以推
出“科技创新板”并提供相关服务。
（综合）

践行普惠金融 助力外贸出口

建行推出“跨境快贷——退税贷”
本报讯 （记者沈佳丽） 近日，建行
推出“跨境快贷——退税贷”，为小微
出口外贸企业提供线上、纯信用贸易融

资服务，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
据了解，“跨境快贷——退税贷”

是专门针对小微外贸企业开发的大数据贸
易融资产品，该产品面向有订单、有市
场、经营稳定、信用良好的小微外贸企
业，为它们提供全程线上、无抵押、纯
信用、放款快、灵活便捷的优惠利率贷
款。
“跨境快贷——退税贷”从解决小微
外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痛点问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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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创
新技术与传统金融行业深度融合，精准发
力，为小微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保驾护
航。
下一步，建行将继续谋划搭建新业务
平台，促进“跨境快贷——退税贷”的应
用范围更加广泛，为小微出口外贸企业拓
宽融资渠道，惠及更多中小外贸企业。

税务总局回应部分纳税人不知情受雇佣等问题

科技创新专板将推广

记者 8 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国家税
务总局 12366 北京纳税服务中心近期接到纳
税人来电咨询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相关问题，
对部分纳税人出现不知情受雇佣、房贷扣除
等问题作出回应。
近日，各省市税务部门在开展个人所得
税相关政策培训辅导时，有部分纳税人反
映，在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时，发现“任职
受雇信息”中出现自己从未任职的单位信
息。国家税务总局 12366 北京纳税服务中心
负责人表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是纳税人
身份信息被冒用了。
该负责人称，纳税人一方面可以在 APP
上点击该单位名称，并通过右上角的“申
诉”按键发起“申诉”，此时，不影响办理
涉税事项，也不会增加税收负担。另一方
面，税务部门将尽快核实处理涉税信息冒用
问题；如情况属实，税务部门将对冒用单位
或个人的涉税违法问题依法进行处理。对信
息冒用产生的非涉税纠纷或法律责任，也可
向相关部门反映，各级税务部门将积极配合
相关部门，共同维护好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该负责人介绍，专项附加扣除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就
可以享受，有的纳税人不确定本人房贷是否符合扣除条件，
担心如果报送专项扣除信息，万一不符合会影响本人信用。
如果纳税人对本人或配偶的房贷是否符合条件还不太确定，
可以抓紧查阅合同或者咨询有关部门，尽快确定是否符合条
件。如果确实在单位发工资前来不及报送，可以在相关事项
确定后，再填报扣除信息。
该负责人表示，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符合条件应当
享受而未享受的扣除，可在向单位报送相关信息后的年内剩
余月份补充享受，也可在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通过
向税务机关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扣除。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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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
SHENG ZE ZHOU BAO

结节有良性结节和恶性结节两种

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怎么办？
首先确定甲状腺结节性质
医生介绍，甲状腺结节性质的确定
是后续处理的关键。甲状腺穿刺有助于

为甲状腺结节“定性”，但也需要通过
抽血了解甲状腺本身的工作状态。

结节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

如今，很多人重视健康体检，体
检项目中则大多有甲状腺检查这一
项。通过甲状腺 B 超，有些人发现甲
状腺部位有结节。这个时候人们往往
想知道：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
要不要吃药？要不要手术？

甲状腺结节是一类发生在甲状腺腺
体内的肿块，可以单发，也可以多发。
在临床中比较常见，很多人并没有明显
症状，而是在体检中无意发现的。根据
结节的性质，可分为良性结节 （包括结

彩超检查是基础检查
那么，如何鉴别甲状腺结节是良性
还是恶性呢？甲状腺结节性质的确定是
后续处理的关键。医生一般在对甲状腺

晚餐后立刻睡觉容易中风
希腊一所大学医学院最新的一项
研究显示，晚餐后至少 1 小时再睡觉
可使患中风的概率降低约 66%；每
多等 20 分钟睡觉，中风概率可再降
10%。
研究人员对 500 位健康者、250
位曾经中风和 250 位曾罹患急性冠状
动脉症候群的患者分别进行了关于睡
眠习惯、吃饭时间等信息的问卷式调
查。
结果显示，与晚餐后 1 小时内就
睡觉的人相比，那些饭后 60—70 分
钟才睡觉的人发生中风的概率降低了
66% ； 饭 后 70—120 分 钟 才 睡 觉 的

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腺瘤及甲状腺炎
等） 及恶性结节 （包括甲状腺乳头状
癌、滤泡状癌及髓样癌等）。
B 超发现甲状腺结节后，还应该进
行抽血检查。目前针对甲状腺结节相关

人 ， 他 们 的 中 风 概 率 降 低 了 76% 。
超过 2 小时才睡觉的人，中风的风险
则更加减少。
（综合）

结节进行彩超检查的基础上，对可疑结
节进行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基因检测，
微创、快捷地判断甲状腺结节的性质。

抽血虽然不能直接判断甲状腺结节
的良恶性，但是可以帮助医生全面评估
发现结节后的进一步处理措施。
例如，
甲
状腺结节如果合并有甲状腺功能异常，
即使结节不大、考虑为良性病变，
处理起
来也不是定期随访观察那么简单了。
的抽血项目主要是甲状腺功能、甲状腺
相关抗体、甲状腺球蛋白等，少数单位
还检查降钙素。
“如果一部机器出现了问题，我们
首先需要了解它能不能正常工作，性能
怎么样。”医生解释道，同样，甲状腺
长了结节，也需要进行以上几个项目的
检查，让我们对甲状腺的工作状态做到
一目了然。
对于良性甲状腺结节，可以开展以
结节消融术以及无疤痕腔镜甲状腺手术
为中心的微创治疗。对于恶性结节，医
生可为患者实施以保护喉部神经及甲状
旁腺功能为核心的无疤痕腔镜手术、微
创甲状腺癌根治等个体化手术治疗。
（综合）

“眼皮跳”可能是神经系统疾病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叫“左眼跳财、右眼跳
灾”。眼皮一直在跳，到底是为啥？神经内科的专
家称，不要掉以轻心，“跳”出来的可能是神经性
疾病。
今年 63 岁的患者刘女士称，她从去年开始眼
睛经常不自主地跳动，一直不见好转。后尝试眼部
按摩等方式，也不见改善。直到来医院检查，她才
找到眼睛跳不停的真正原因。
“眼皮跳不停可能是眼睑痉挛，眼睑痉挛是一
种常见的局灶性肌张力障碍。而肌张力障碍是一种
神经系统疾病，属于运动障碍性疾病的范畴。”医
生介绍。
眼睑痉挛是由于眼部周围肌肉，也就是“眼仑
匝肌”不自主痉挛性收缩而导致的眨眼增多、睁眼

困难，症状较轻者主要表现为眨眼增多，但不影响
睁眼。这种情况往往只会持续几分钟，但有时也会
持续一段时间。
通常，眼睛总跳意味着缺乏睡眠、压力过大、
缺少镁元素、过量摄入咖啡因和烟酒、过度换气或
者过度疲倦。长时间不眨眼地盯着屏幕造成的眼睛
干涩或是眼部疲劳也会造成眼睑痉挛。
医生说，眼睑痉挛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
生理性眼睑痉挛常表现为单侧较多，发作时间短，
一次发作常常只有几秒钟到几分钟，跳动程度比较
轻微，不需处理即可缓解。造成生理性眼睑痉挛的
原因大多为精神紧张、用眼疲劳、缺乏睡眠等，一
般不需要特殊治疗，只要注意用眼卫生、休息就会
停止跳动。
（综合）

眼屎多
暗示健康隐患

年纪大了，眼神儿模糊了，眼角的
“结晶”黏黏的或者干干的，甚至还带着
血色。老年人的眼屎，也许暗示着一些
健康讯息。
正常情况下，眼屎多为透明或淡白
色，量较少，可及时从泪道排出，不易
被察觉。如果眼屎增多，或“变异”成
其他形式，可能提示机体状况不佳或眼
部疾病。
空气中的灰尘、细菌、挥发性气体
等物质均会使眼睛产生过敏现象，表现
为瘙痒、胀痛、眼屎增多等。强光、灰
尘、异物等刺激也会造成眼睛不适，使
眼屎增多。如果鼻泪管阻塞，会妨碍泪
水排泄， 使之积聚在泪 囊 ，形成泪囊
炎，导致泪水及眼屎增多。倒睫也是眼
屎增多的重要原因 。还 有一 些眼部疾
病，如结膜炎、干眼症等也会使眼屎增
多。
当眼屎性状发生改变，更要引起注
意。若分泌物是脓性黏液，可能由细菌
感染引起。过多的分泌物在夜间休息时
可紧紧粘住睫毛，造成晨起睁眼困难。
如果是病毒性结膜感染病变，眼部多是
水样液或浆液性的眼屎，结膜可能有出
血症状，急性期也有明显刺激症状，易
反复发作。
老年人若眼睑位置异常，如睑内
翻、睑外翻等，也会引起水样分泌物增
多。如果分泌物是黏稠丝状物，考虑由
过敏性结膜炎引起 。若 发现 眼屎中带
血，分泌物呈淡粉色或血红色，则要鉴
别是否有眼外伤。
如果老人只是眼部分泌物多，平时
注意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多吃蔬菜水
果，及时补充水分；同时注意卫生，不
要用手揉搓眼睛，避免细菌进入；不要
长时间用眼，如果眼睛疼痛干涩，应闭
眼休息； 平时多做眼部 按摩 ，缓解疲
劳，预防干涩。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