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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板註冊制獲深改委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內地科創板有重大進展。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總體實施方案》、《關於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的實施意見》。市場消息顯示，操作層面

上，科創板亦在緊鑼密鼓地推進，並有望於今年上半年面世。

國家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
會主任習近平昨日下午主持召開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六次會議。
會議指出，在上交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
註冊制，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
化資本市場改革的重要舉措。要增強資
本市場對科技創新企業的包容性，着力
支持關鍵核心技術創新，提高服務實體
經濟能力。要穩步試點註冊制，統籌推
進發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
等基礎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以信息披露
為中心的股票發行上市制度。
去年11月，習近平在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主旨演講中，首次提出將在上海
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
此後兩個月內，科創板進展神速。最新
官方消息稱，目前相關部門正在抓緊排
摸優質企業，並已組織調研組走訪，聚
焦關鍵領域。中證監副主席方星海近來
亦多次提到，證監會正加緊推動科創板

和註冊制盡快落地。

中證監集全系統之力推進
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局長鄭楊本周三在

上海市政府新聞發佈會上表示，設立科
創板及試點註冊制的工作目前進展順
利，正穩步推進，近期會對一些規則、
制度徵求意見。上海已形成了配套推進
的協調機制和工作方案，正抓緊篩選優
質企業，做好試點企業的儲備。上海證
監局局長嚴伯進說，中證監已經把這項
工作的落地列為了當前首要的工作任
務，正在集全系統之力全力推進。

滬培育篩選企業做好配套
下一步，上海將營造良好配套環境，

配合做好方案制定、規則完善、配套制
度建立和技術系統開發等工作，並做好
宣傳推廣和政策解讀；另外，培育和篩
選後備企業；同時，對科創板企業的標

準和特點，做好企業上市前後的服務保
障。

料上半年面世 可年籌千億
目前業界普遍認為，科創板極有希望

在今年上半年面世。中金公司首席策略
分析師王漢鋒預計，2019年上半年之前
或迎來首批科創板上市公司。王漢鋒猜

測，2019全年的科創板上市企業或在
150家左右，粗略預估募資規模500億
至1,000億元人民幣，未來科創板還有
望吸引體量更大的海外中概股或獨角獸
企業上市。他指科創板的推出對A股市
場有一定資金面壓力，但影響相對有
限，更加市場化制度可能讓新股定價與
基本面更加貼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央行昨日首次開展定向中期借貸便
利（TMLF）操作，加大對小微企業、
民營企業金融支持力度，或因市場早先
有所預期，A股表現波瀾不驚，全日維
持窄幅震盪，滬綜指得益尾市小幅反
彈，收市微漲1點。
早盤滬綜指低開0.17%，盤中最低見

2,572點，全日震幅僅17點，收市報
2,581點，微漲1點或0.05%；深成指報

7,523點，漲6點或0.09%；創業板指報
1,251點，跌1點或0.09%。兩市交投冷
清，共成交2,440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周二縮量346億元，其中滬市
僅錄得1,051億元。

燃料電池板塊表現亮麗
燃料電池板塊飆升逾3%，長城電

工、全柴動力漲停，美錦能源升8%、
雄韜股份漲逾7%。國金證券指出，近

期市場對於燃料電池板塊的關注度高
漲，在電動車補貼退坡的同時，燃料電
池還可享受原有補貼政策到2020年；
另一方面國內企業規模化生產降本空間
巨大，加之各地產業政策相繼完善，氫
能行業發展將更加健康有序，產業鏈持
續加速國產化。

資金重視防禦性高配置
國泰君安分析，短期市場將會反覆，

目前風險偏好也僅是有限提升，從行業
配置選擇來看，投資者仍應高度重視所
配置板塊的防禦屬性，重點關注金融地
產等低估值龍頭，以及公用事業、黃
金、必需消費品、高股息個股等；也可
關注彈性更好的板塊，如周期漲價品、
穩增長與經濟轉型交叉領域的新基建板
塊。
此外，財政部23日召開的2018年財

政收支發佈會上透露，2018年全國一般
公共預算收入中，印花稅收入2,199億
元，同比下降0.3%；其中，證券交易
印花稅977億元，同比下降8.6%。

放水已預期 A股表現平穩

■上海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乃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的重要舉措。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豪 上海報
道)雖然人民幣中間價連續四日下跌，
昨日人民幣兌美元在岸價(CNY)和離岸
價(CNH)卻漲均逾200點子，收復周二
失地。有外匯交易員指，受中美貿易談
判憂慮緩解等消息提振，風險情緒有所
上升，帶動離岸CNH上揚，帶動境內
結匯盤出手，助推人民幣在岸價。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首席經濟顧問、白

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駁斥了有
關美國拒絕中方提出舉行預備性貿易會
談提議的報道，稱該報道不屬實。有香
港外匯交易員指，CNH走升並帶動
CNY，應該是對美方駁斥有關美國拒
絕中方提出舉行預備性貿易會談提議報
道的反應，若中美談判能有更好的消
息，人民幣走升一波也在情理之中。

氣氛好轉 離岸價收復6.8關
當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7969

元，較上一交易日的6.7854元下調115
個基點；在岸價官方收報6.7888，較上
日升215點或0.32%。至昨晚11：32，
離岸價報6.7976。
路透引述富達國際中國區股票投資主

管、基金經理周文群稱，對中美貿易戰
的事態發展維持樂觀態度，由於兩國均
不能承受長期處於對立局面將可能對經
濟造成的負面影響，預計雙方將有望逐
步達成和解。
在2019年冬季達沃斯論壇期間，各
界對於全球經濟擴張趨緩的事實基本達
成共識，更多人則對未來央行、政府的

政策應對報以更大關注。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
創始人達利歐（Ray Dalio）在論壇期間提及，
美國、歐洲、中國等經濟體未來經濟都會持續放
緩，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應該更加寬鬆。

企業續需結匯 人幣仍看漲
另有外資行交易員指出，年初人民幣迎來一波

快速升值，現在則到了企穩的時候。不過考慮到
企業客盤掉頭較慢，仍需釋放結匯頭寸，人民幣
可能還有一定的走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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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承祠（右）經常牽着老伴，一
起逛街、買菜、遊玩。 網上圖片

「老伴，慢點，這裡有台階！」
「好的，我拉着你的手走就是了！」
在四川攀枝花大渡口攀鋼家屬區，一名老大爺
佝僂着身子，提醒着身旁的老伴，生怕她踩空摔
倒；老太太步履蹣跚，憑着丈夫的指引跟在後
面，小心翼翼從石梯上往下走。他們走得很慢，
畫面彷彿都停止在那一瞬間，這樣溫馨而感人的
場景，幾乎每天都能看到。畫面中的老大爺叫周
承祠，87歲，老太太叫段素華，76歲。
39年前，段素華視神經萎縮導致雙目失明，39

年來，周承祠不離不棄照顧妻子。因為妻子失明，

周承祠經常牽着她，一起逛街、買菜、遊玩，有太
陽的時候，他還會堅持陪妻子看夕陽……

「我是你的眼」
周承祠用陪伴書寫了最長情的告白，他說，

今生，他就是妻子的「雙眼」 和「枴杖」，
「她去不到的地方，我可以牽着她去；她看不
見的東西，我可以講給她聽，而最美的風景就
是陪她看夕陽！」
段素華回憶，1980年的一天，她出門買菜回

家後，視力突然變得模糊，看不清楚東西了。

丈夫陪着她匆匆趕到醫院檢查，醫生告知是視
網膜脫落，沒多久，段素華徹底失去了光明，
眼睛完全看不見。那一年，她才37歲。
但段素華在丈夫無微不至的關愛和悉心的照

料下，逐漸從痛苦的深淵中走了出來，重拾生
活的勇氣和信心，試着做家務事，幫着丈夫照
顧孩子。慢慢地，她重新理順了家中事務。
「她切菜比我們切得好，洗衣煮飯樣樣來，我
們好像又回到了以前。」周承祠讚歎道。
除了逛超市看夕陽，周承祠會給妻子讀書唸

報，講鄰里故事、天氣變化、單位趣事。1994

年退休後，周承祠幾乎每天都會拉着妻子的手
四處逛，「兒子開車還帶我們去過成都、重慶
遊玩。」
孩子長多高了，是不是長胖了，家裡新添置

了什麼家電傢具，更換了什麼設施……孩子和
家裡的任何變化，周承祠也會耐心地給妻子
講；孩子們結婚生子了，兒子兒媳家、女兒女
婿家是什麼樣，孫子們有什麼變化，周承祠同
樣會一五一十地說給妻子聽。「她的眼睛雖然
看不見，但是我可以把這個世界講給她聽。」

■北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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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翁堅持39載 攜失明妻「看」夕陽

楊華來自於陝西安康，從小成績優
異，中學畢業後考上西安某高校護

理學專業。然而讓很多人倍感羨慕的花
季女孩，卻長期被一件事情所困擾，因
為她從未來過「例假」。2015年，楊華
來到西京醫院婦產科就診，被診斷為先
天性無子宮。
「為了能讓閨女擁有一個圓滿的人

生，哪怕是要我的命，我都願意。」在
得知自己可能幫助閨女彌補「遺憾」之
後，楊華的母親毅然決定將自己的子宮
移植給女兒。隨着移植手術的成功，楊
華過上了和正常女人一樣的生活，而為
了她的母親夢，醫護團隊又開始了緊張
的後續工作。

醫護團隊實時監測
據悉，在對楊華移植子宮連續監測

後，為提高胚胎移植成功率，專家團隊
採取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改善楊華子宮
內膜情況，為胚胎着床作好準備。2018
年6月13日，借助超聲「慧眼」等先進
技術，冷凍胚胎成功植入楊華的移植子
宮內。14天後，復甦胚胎着床，楊華成
功妊娠。而在先後五次嘗試中，楊華表
現出強大的毅力，母親給予自己的愛，

自己對孩子的期待，偉大
的母愛支撐楊華

渡 過 種 種 難
關。西京醫院
專家表示，整
個孕期，為避
免 出 現 併 發
症，確保母嬰
健康，醫院專
家團隊結合楊
華身體情況，
制定了個體化
免疫抗排斥用
藥等方案，定期進行超聲、血藥濃度、
激素水平等監測。並根據監測結果，實
時調整用藥，保證胎兒羊水、體重、胎
心等生長發育指標處於正常範圍。

新生兒各項指標正常
此外，由於楊華情況特殊，足月的胎
兒對移植子宮造成的壓力，讓分娩的風險
成倍增加，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陳必良
教授團隊選擇在孕33+6周進行剖宮產手
術，迎接這個新生命的到來。2019年1月
20日，陳必良教授主刀施行剖宮產手
術，手術歷時1小時6分鐘圓滿成功。新
出生的寶寶身體各指標正常，體重2公
斤，身長48厘米。據悉，在此次剖宮產
手術結束後，專家團隊沒有立即摘除子
宮，因為楊華小兩口還計劃着孕育二胎。

四川省德陽市的寶峰
寺近日被列入省級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一個僅4
間房屋的小廟，竟藏有
罕見的《西遊記》主題
壁畫，成為研究中國古
代建築、雕刻、藝術和
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
寶峰寺位於德陽市旌

陽區工農街道辦事處千
佛村13組，建於清代早
期康熙、雍正年間，迄
今已有300多年歷史。
寶峰寺保存有數量眾多
的木雕和30餘幅壁畫，
時代為清代中晚期。木
雕分佈在大殿額枋、垂
柱、撐弓等部位，雕刻
細膩精美。
據德陽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所長、研究員劉章
澤介紹，世俗化是寶峰
寺最為突出的特點，因

此也為研究清代中晚期社會生活
提供了重要資料。寺內的雕刻內
容主要為羅漢、八仙過海和舞台
戲劇故事，壁畫題材以傳說故事
和民間文化為主，如《西遊
記》、農耕、善財童子、福祿壽
等，其中的《西遊記》主題壁畫
十分罕見。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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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峰寺寶峰寺的的《《西遊記西遊記》》主主題壁題壁
畫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移植母親子宮後產子
陝西女子終圓媽媽夢
三年前，為了能過上正常

人的生活，22歲的陝西女孩

楊華因為先天性無子宮而移

植了母親的子宮。三年後，

借助系列創新技術，在陝西

醫護團隊的精心呵護下，楊

華終於圓了母親夢。昨日，

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在

陝西西安舉行新聞發佈會

對外宣佈，中國首個在移

植子宮內孕育的寶寶平安

降生，這也是全球第十四

個在移植子宮內孕育出生的

寶寶。他的出生，也標誌着

中國在生殖醫學子宮因素不

孕治療領域取得突破性成

就，在子宮移植領域亦走在

國際前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醫護團隊進行剖宮產手術醫護團隊進行剖宮產手術，，迎接這個迎接這個
新生命的到來新生命的到來。。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新出生的寶
寶身體各項指
標正常。

香港文匯報
陝西傳真

■ 家屬向醫院陳必良
教授獻花致謝。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