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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号码有误，兑奖号码以投注点公布的为准。理性投注 量力而行

随着A股年内的这一轮
反弹行情，一方面高股价代表
贵州茅台奔千元而去，百元股
已经达17只，另一方面低价
股数量也越来越少，年内5元
以下的低价股已经被消灭近
半，1元以下的个股已经消
失，“白菜股”的稀缺性让许
多投资者趋之若鹜。不过，目
前不少低价股存在基本面或者
政策风险，对这类问题股，投
资者要谨慎。

统计显示，截至4月 12
日，A股3600余只个股中股
价低于5元的仅剩445只（剔
除停牌个股），股价低于3元
的仅有60余只，并且股价低
于1元的个股数为零。在今年
前三个月，题材股和概念股轮
番上涨，已有超过44%的5元

以下低价股被市场“消灭”。
绝大多数低价股今年以来

都有较高涨幅。截至4月11
日 上 证 指 数 今 年 涨 幅
27.91%。低价股中跑赢指数
的为数不少，3元以下的个股
中有37只今年以来涨幅超过
30%，涨幅居前的华东科技大
涨 84.35% ， 雏 鹰 农 牧 涨
74%，*ST 慧业涨 70.59%，
永泰能源涨69.4%。

部分老股民特别钟爱“低
价股”。而低价股也有让散户
获得高回报的时候。典型例子
是，当年中国联通最低价格仅
为2.19元，最高价一度涨至
13.5元，涨幅为616%，现价
还有6.62元。

一位拥有20余年投资A
股经验的“骨灰级”投资者介

绍：“在牛熊交替阶段，主力
炒作重点不突出，布局低价股
风险较小；牛市确认后，很多
个股都会涨，就要重点出击，
紧抓市场热点，重视资金赚钱
的效率。”

海通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
则提出，回顾2005年到2007
年以及2009年的牛市，低价
股均在牛市中期有一轮出色的
表现。在市场上涨的第一波，
市场热点通常是具有政策刺激
催化，或是基本面发生变化的
板块，投资者相对还比较理
性。但随着行情深入，股市赚
钱效应开始吸引更多中小投资
者入场。中小投资者对基本面
的关注更少，加之前期高价股
多数已高处不胜寒，所以他们
更倾向于去投资那些股价低、

涨幅少的公司，从而直接催化
了低价股的崛起。

相比散户的心态，机构投
资者则相对更加理智。有券商
人士告诉记者，这些低价股的
盘子很大，需要大资金去推
动，除非遇到几年一遇的大牛
市，在平时会长期趴在下面小
幅波动。

记者同时还注意到，低价
股中很大一部分是ST股、业
绩爆雷和利空事件股，这些个
股的基本面是否能支撑当前股
价，恐怕需要打上大大的问
号。例如，当前A股市场中
股价最低的个股是1.19元的
*ST 保千和 1.20 元的*ST 凯
迪，两家公司均被立案调查、
存在暂停上市风险。其中，
*ST凯迪技术总监、临澧电厂

法人代表李满生日前被临澧县
公安局因*ST凯迪“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案”被刑拘。*ST保
千3月18日晚间公告，公司接
中证登通知，公司大股东庄敏
所持公司2.78%的股份被司法
划转，转入账户为湘财金禾九
号、十七号及十八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分析人士认为，对于部分
低价股而言，既有其业绩不稳
定的因素，又有其自身经营风
险的问题。至于极少数的低价
股，还可能会存在一些特殊原
因，如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证监
会立案调查、涉及欺诈上市业
绩造假以及其余市场争议太大
的风险等，投资这类个股尤其
要谨慎。 （综合）

A股3元以下“白菜股”仅剩60余只
不少是问题股 投资或有风险

本报讯（记者徐驰）《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将于
4月24日重磅上映。听说你还差一张电影票？苏州银行信
用卡9元观影活动应势回归，邀你重拾热血沸腾的英雄情
怀。

即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苏州银行信用卡持卡人
每自然月完成任意一笔消费，即可参与次月每周三1500
开始的“9元观影”专场活动，成功购买的客户即可获得2
张电影抵用券。每月4—5场购票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
得。每人每月最多限获2张，购票资格仅限达标次月使
用，不可延期。

活动期间，每周三1500，达标客户绑定“苏州银行
信用卡官微”，点击“查我的优惠—卡片权益—精彩权益—
9元观影”，进入点击“立即购买”并成功支付18元即可
获2张电影抵用券。抵用券仅限在“猫眼APP”和“美团
APP”绑定使用，该券可购买票价40元（含）以内场次，
每张抵用券仅限选一个座位，本券限一次性消费。

苏州银行
9元观影活动回归 本报讯 （记者徐驰） 春天

里，在环岛栈道，在北极之巅，
在静谧深海，拿起农行Visa高
端信用卡，即刻就可以享受到别
样的惊喜。

即日起，农行Visa信用卡

持卡人尊享行知探索集团旗下指
定非定制产品市场售价9折优
惠，例如北极点破冰船之旅、腾
冲国际马拉松、玄奘之路戈壁成
人礼、重走“中国远征军之路”等。

即日起，农行Visa信用卡

持卡人尊享东南亚14个热门潜水
岛屿的9.5折潜水权益，包括但不
限于马来西亚天鹅岛、仙本那、马
布岛，菲律宾妈妈岛、薄荷岛、
PG岛，印尼蓝梦岛、巴厘岛的潜
水体验、考证服务。

农行Visa卡享户外惊喜礼遇

本报讯（记者徐驰）即日起
至5月31日前，农行信用卡主
卡客户通过“农行掌上银行
APP”推荐办卡渠道，推荐新客
户申请农行银联信用卡，并在活
动期间内完成任意一笔首刷（即

有效消费），即有机会获得相应
奖励。

活动期间，成功推荐2人，
奖爱车屋车用吸尘器一台；成功
推荐5人，奖膳魔师多功能食物
料理机一台；成功推荐10人，

奖外交官20英寸商务休闲拉杆箱
一只；成功推荐20人及以上，奖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一台。需要提醒
的是，每成功推荐1名35周岁及
以下的新客户，则记为成功推荐2
人。

推荐新客办农行卡有好礼

把人民健康提到民族昌盛和
国家富强这样的高度，医改就是
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
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
务。这是党的十九大对实施“健康
中国”战略提出的定位和要求。

历史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
式上升，医疗事业发展亦是如
此，从最初的“公益化”到后来

的“市场化”，再回归现在的
“公益化”，兜兜转转又重新回到
依靠财政投入，侧重公益性、公
平性的发展轨道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
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事业的
旗帜上。”也就是说，要把基本
医疗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
供，因此新时代医改更要坚持医
疗公平、坚持服务均等化、坚持
强基层补短板。

笔者认为，当前最为关键
的，是要澄清一些以往医改中被
混淆的概念，兼顾博弈各方的利
益关切，借助顶层设计的理念来
构筑各方博弈的共同基础，指导
和规划好今后的医改实践，让市
场和公益各归其位。

为此，在做好改革“顶层设
计”的同时，还需要“软硬兼

施”、多方并举、共促医改。这
其中，体制是外因，是硬件；服
务是内因，是软件。“硬”的方
面，对体制改革要过硬，建立起
来的制度要强硬执行，着力打破
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软”
的方面，要强化对医疗机构和从
业人员的管理，拿出切实可行的
激励措施，着力提振医疗服务者
的“精气神”。

可以说，新时代医改新任务
集中体现在利益调整和均衡发展
方面。这就要充分发挥好政府这
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制定

“刚性”政策措施，从初始端就
保证资源配置到位，设法阻断

“以药养医”的利益链条，确保
人、财、物合理配置，尤其是对
于资源增量，要切实保证各类医
疗资料向基层、向农村、向资源

薄弱的地区倾斜。
医疗体制改革的各方利益交

汇点在医院，为了取得各方博弈
的最佳均衡点，就需要对各级公
立医疗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革，强
化“主业”、弱化“副业”，避免

“吃着碗里的、占着锅里的、抢
着别人的”“大小业务通吃”等
现象发生。

医疗首先是服务行业，体制
改革自然很关键，但医疗服务意
识的转变同样事关百姓“看病
难”。毕竟办好人民医院、当好
人民医生，最重要就是服务好人
民健康。目前的管理方式，医疗
机构虽然注重了“合法合规”，
却忽视了“合情合理”。

现行体制下，为什么照样还
有华益慰（“白求恩奖章”获得
者，2006 年感动中国获得者）

那样“对得起病人”的精诚大
医，有徐莉那样的“一毛钱处
方”医生……道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失掉医生“悬
壶济世”的良心，守持着行医

“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所以，
医改在改“制”的同时，还应改

“心”，切实让“利欲熏心”变成
“医者仁心”。

古人云：“上医治未病。”意
思就是说，医术最高明的医生并
不是擅长治病的人，而是擅长防
病的人。解决中国13亿多人的健
康问题，绝不能靠打针吃药，而
要靠预防为主。各级医疗机构应
从单纯的治疗疾病为主，转向预
防与治疗并重，以“硬件+软
件”的双升级实现从以治疗为中
心向以健康为中心、以预防为中
心的根本转变。

牵住医改利益调整和均衡发展的牛鼻子
金一戈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由教育
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制定的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
规定》（下文称《规定》） 近日
公布，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施
行。《规定》明确，中小学、幼
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
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
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
可，并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
脂食品。

校园是育人主阵地，然而园
内小卖部几乎成了一朵永不凋谢
的“奇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它表现出了极其顽强的

“生命力”，在全国中小学校园里
上演了一幕幕“一直受诟病，从未
被关停”的闹剧。此次由教育部牵

头，三部门联合发布取消校园小
卖部的《规定》，可谓民心所向、众
望所归。取消校园小卖部不仅可
以有效地消除由此带来的食品安
全隐患，保护青少年的身体健康，
更好地维护学校的教育教学秩
序，还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防范
校园腐败的发生，对相关领导起
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长期以来，凭借“校园”这
道天然屏障，小卖部不仅轻而易
举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的监管。面对抵御能力
欠佳、防备心理不足的孩子，校
园小卖部还为黑心厂家的“三无
产品”提供了火爆的销售平台，
臭名昭著的“五毛辣条”、“麻辣
面筋”等几乎成了所有校园小卖
部销量最佳的“明星”商品。这

无疑给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带来了
极大的隐患。退一步讲，即使小
卖部售卖的均为合格商品，诸如
方便面、膨化食品、高糖饮料等
垃圾食品，对青少年健康带来的
不利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毕竟他
们正处在长身体的黄金时期。

一位在某四星高中任教的朋
友曾告诉笔者，每逢课间，他们
学校都有为数不少的学生奔向小
卖部，购买心仪的垃圾食品。当
他们返回教室时，上课铃往往已
经响起。他们要么来个“桌肚藏
娇”，心绪零乱、如坐针毡地听
完老师讲课；要么寻找一切机会

“下手”，随时准备为教室营造出
“香飘飘”的学习氛围。到了午
餐和晚餐时间，小卖部更是人满
为患。学校饮水机前“收获满

满”的垃圾桶、教室垃圾桶里横
七竖八的饮料瓶，不时提醒目击
的师生，巨量的垃圾食品在从不
间断地激活孩子们的味蕾、充盈
着他们的“胃垒”。可以说，校
园小卖部不仅扰乱了课堂教学秩
序，而且为学校管理增添了极大
的难度。

坊间早有流传，“校园小卖
部，领导小金库，服务学生只是一
块遮羞布”。这话貌似偏激，却也
道出了大家心知肚明的秘密。至
少取消小卖部，可以防止校园腐
败、保护学校领导。有人说，校园
小卖部赚取的是钞票，出卖的却
是教育和管理；赚取的是利益，泯
灭的却是良心。这是有道理的。

然而略显遗憾的是，《规
定》在原则上要求中小学校取消

校园小卖部的同时，再一次给部
分校园小卖部的续存留下了“活
口”。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

“确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
许可，并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
高脂食品”的表述，依旧会让部
分学校领导看到用“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践行“我的地盘我做
主”套路的希望。但所有的借口
均经不起仔细的推敲，更经不住
良心的拷问。笔者以为，对待校
园小卖部，这种“切一刀”的规
定，远不如“一刀切”来得更可
靠，更有效！

校园小卖部整治：“切一刀”不如“一刀切”
右耳

近日看到教育部发
文，要求学校老师不能
在微信群 （QQ 群） 作
为布置作业、公布成
绩、联系家长的渠道，
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尤其是家长。其实，
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
于学校老师与家长之
间，现在各单位、条
线各种工作群数不胜
数，有些单位布置工
作 就 依 赖 于 微 信

（QQ） 群。面对面的交流少了，造
成了一种新的“懒政”。移动互联网
的到来，人们的工作生活也跟着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给我们带
来前所未有的好处，但如果不能好
好运用，也会带来危害和弊端。

从当年建QQ工作群，到如今建
微信工作群，从PC端发展到了手机
移动端，工作思路不断变革与创
新，这个值得肯定。建群有一大好
处，能将单位或者条线内从事某一
相同工作的人联系起来，方便交流
沟通，也能及时发布工作指令，在
速度和效率上远胜于传统的公文传
输。但是凡事过犹不及，如果不能
把握好“尺度”，微信工作群难免会
产生负面作用，让一些人患上“懒
症”而难以自拔。

单 位 、 部 门 的 工 作 微 信 群 要
“善用”而不“滥用”。如果过分强
调其快捷便利，而放松必要的把
关，审核不到位、考虑不周全，就
把命令发布出去，就容易产生错
误，有损政务工作的严肃性，助长干部瞎指挥、乱安排的冲
动，让任务接受方疲于应对，甚至心生反感、抱怨不断。

微信群有其“天然优势”，也有“先天短板”。指尖上的交
流，始终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的沟通。比如，进行调查调研，
基于方便或是其他考虑，让对方提供相关“二手”材料，远远
比不上亲自到基层转一转，面对面听听群众的心声，看看具体
的现场，产生最直观的感受，获得“第一手”素材。有了真切
的体验，激发了内心真情实感，才能了解基础的真实需求，为
群众解决困难，为领导提供决策的正确信息。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将新生事物拒之门外，
而应实事求是，如果只需要在网上沟通的，就从网上沟通，但
该面对面谈的就不能省，该下基层的脚步不能停，该在现场解
决的问题不能搬到网上。把微信群定位于传统交流渠道的补
充，选择性使用，发挥其长处，就一定能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主管方对群也要妥善管理，因为工作群里每个成员都有“角
色”，微信（QQ）群相当于大会议室，所以每个人都要三思后发
言，领导更要谨慎发布命令，避免凭个人喜好乱发；群内也要树
立良好的网络风气，溜须拍马、牢骚满腹等言论要加强管理，要
让工作群成为风清气正的虚拟空间。还要注意，不是所有内容都
适合在群里发布，比如一些单位正在起草的文件，一些涉密的指
令，这些东西发在群里，万一哪个群友不注意和纪律性不强，发
布到朋友圈或者公开的网络上，就会给工作带来大麻烦。

布
置
工
作
怎
能
只
靠
微
信
群
？

网
乐

彩种

7位数

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19056

19097

19097

中奖号码

5,0,5,1,
5,4,7

0,7,1

0,7,1,4,5

彩种

3D

15选5

双色球

开奖期号

19097

19097

19042

中奖号码

2,4,3

2,7,8,14,15

15,17,19,22,
25,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