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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垃圾打造美好人居环境

“加快建设美丽乡村，落实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后，我们村各类垃圾都被全面清理
……”9月13日，在大渡口区跳磴镇湾塘
村，村民李海峰走在回家的路上高兴地说。

近日，跳磴镇湾塘村的网格员在入户
走访过程中了解到，湾塘村部分道路两侧
存在乱贴、乱画以及杂草、杂物乱堆的现
象，影响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对此，跳磴镇
结合党史学习“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经实地调研后，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党
员志愿者对道路两侧的杂草，杂物等进行
了全面清理，实现了农村环卫保洁，畜禽粪
便无害化处理，垃圾进行分类收集清运。
湾塘村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努力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生态环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通讯员 谢超然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冯盛雍

“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了。”“张贴的各
类公开信息更加醒目了。”近日，大渡口
区建胜镇四胜村开展了垃圾清理志愿活
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对周边环境进
行了集中清理，并着重对宣传栏进行整
治维护，引得村民纷纷夸赞。

为持续巩固国卫复审成果，为村民
维护良好的生活环境，四胜村对辖区内
环境卫生进行常态化清理整治。对墙面
上的小广告、地面上的饮料盒、烟头等垃
圾，和卫生死角进行了清理。在清理卫
生的同时，还向村民宣传环境保护和垃
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宣传栏作为一个重
要的文明宣传媒介和舆论引导阵地。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利用现有的铲刀、喷
壶、抹布等工具，分工对宣传栏橱窗玻璃
上的杂物进行了清理擦拭。

整治维护宣传栏美化传播窗口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为呼吁广大居民群众从个人做起，
从现在做起，推动移风易俗，做到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喜事简办，倡导文明节俭
之风，近日，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锦凤社
区开展“移风易俗树新风”宣传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从当前社会上婚丧嫁
娶大操大办，攀比浪费风气严重等陈规
陋习现象的由来和危害讲起，以往的旧
习俗，不仅浪费了自然资源，还破坏了生
态环境，增加了群众经济负担，还阻碍了
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接着，工作人员
就移风易俗的意义、树立科学文明的生
活理念、弘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以及
文明健康的社会新风尚等情况进行深入
讲解，鼓励大家杜绝铺张浪费，树立节约
的思想观念，引起了现场群众的共鸣。

移风易俗宣传倡导文明新风尚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向纵深发
展，大渡口区八桥镇以“四心”（倾心帮
扶、贴心到位、真心与共、同心同行）工
作法为抓手，切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

“四心”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胡凌云

沪市创6年收盘新高

周一上证指数微微低开，整个上午
多空双方围绕3700点激烈争夺，多头启
动资源类蓝筹，与启动金融消费的空头
展开反复斗法。下午开盘后，多方一度
退却至3692.82 点。不过随着小市值低
价股加入到补涨阵营，沪指以碎步的方
式攀升，最终收盘报于6年1个月来的高
位，且连续6根上涨的阳线逼平了14个
月来的纪录。

通达信统计数据显示：昨日两市上
涨个股2477只，下跌股票1890家；涨幅
大于10%的非ST股84只，涨幅超过5%
的股票256家；跌幅大于10%的非ST股
19只，跌幅超过5%的股票128家。

3731点附近或有大跌

“我们认为这里存在快速洗盘的技
术要求。”银河证券江南大道总经理唐贺
文指出，“周一上证指数全天位于上周五
的高点内运行，孕线组合意味着多头力
量有衰减迹象。从图形上看，沪指与钢
铁、煤炭等热门板块一样，60分钟都出现
了‘MACD连续绿柱+指数新高或逼近
新高’的顶背离组合，可以判断为大资金
面对上周末利空消息，采取拉高出货的
策略。此外，周二是2004年社保资金入
市引发的‘9.14井喷’17周年，也就是斐
波那契数字 34年的 0.5 位置。因此，无
论沪指短期是否拿下3731点，都存在着
快速洗盘的技术要求。预计中秋节前，
沪指大概率在3731-3540大约200个点
的区间内波动，从而为中秋节后和金秋
十月奠定技术基础。操作上，此前长达1
年我们提到的‘三低’优质蓝筹，目前资
源类蓝筹升势已经到位，基建类蓝筹才

刚刚启动，如若能遇到洗盘，则后续加速
拉升可期。所以，高抛资源股低吸基建
股，是当前最好的操盘策略。”

三大主线近30个股涨停

盘面上，昨日还是资源股的天下。
市场焦点主要聚集在资源股，煤炭、石
油、有色金属股全线大涨；化工板块指数
再创新高，云天化等近30个股涨停；元
宇宙、云游戏、海运、碳交易等概念强劲，
以芯片为首的科技题材成下跌主力，光
伏、军工、白酒股低迷。

申万宏源证券重庆小新街营业部
投顾杨加前表示，从盘面看，资源类品
种的走强成为上证指数上行的有力支
撑，化工板块中有接近30只涨停，而磷
化工概念占了 12 只涨停，有色铝板块
12 只涨停，煤炭板块 8 只顶板，这三条
线占了两市涨停板一半的数量，资金扎
堆往里钻。其他板块概念只能陪唱戏，
科技半导体芯片更是一蹶不振，冰火两
重天。目前资金介入深的方向比较明
显，没有预期差，主要就围绕着涨价线
的周期股展开。但资源股太一致了，前
面没有潜伏先手的投资者，此时再去跟
风追涨，风险远大于机会，需要快进快
出，可以适当把目光放在一些低估蓝筹
上面。

重庆国元证券投顾团队表示，近期
市场板块轮动比较快，风格也在不断转
换，市场没有绝对主线和热点，节奏难以
把握，结构性行情十分明显。磷化工的
炒作主要还是此前反复提及的涨价逻
辑，属于锂电池上游。其实也可以理解
为锂电池的延伸炒作方向，川发龙蟒、云
图控股等超10股涨停，鲁西化工、新化
股份跟涨。

我市公立医院157个药品平均降价53%

在公立医院开药、治疗更便宜。记
者从市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的我市综合
医疗改革试点工作通报会上获悉，近年
来全市围绕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
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五项制
度建设做的工作卓有成效，改革着力在
看病难、看病贵上持续发力，让市民享受
到了更多医改红利。

74岁的刘大妈刚刚在重医附一院被
诊断出患有 2型糖尿病，医生给她的处
方上只开了一种名为“二甲双胍缓释片”
的国采药。该药一盒30片，每片剂量为
0.5GM，每天吃两次，每次一片，一盒的
价格才 2.97 元。“我当时把小数点看掉
了。”刘大妈告诉记者，当时她把一盒药
价看成了 297元，算下来一个月药费就

快600元。刘大妈当时并没有在医院拿
药。按以往经验，她把处方带回家，准备
去药店买便宜的。结果到了药店才知
道，自己把价格看错了，而同样类型的
药，药店卖的价格最高60多元一盒（进
口），最便宜的也要十几元一盒。“没想到
医院的药居然这么便宜，太好了。”刘大
妈笑呵呵地说。

刘大妈所享受的，正是我市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的实惠。据市卫生健康委体
改处处长刘亮晴介绍，近年来，通过分级
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
应保障、综合监管五项制度建设，着力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

2017 年 9月 9日，重庆市全面推开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以来，所有公立医院
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公立医疗机构取消
医用耗材加成，结束了60多年“以药补

医”“以耗材补医”的历史。
在取消加成基础上，重庆也是首批

“4+7”试点城市，贯彻落实国家“四批五
轮”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使157个药品
平均降价53%，患者受益明显。依托重
庆药交所平台，率先建设医药信息全程
追溯体系，实现药械从“生产企业-经营
企业-医疗机构-患者”的全程流向信息
追溯，成为首批完成疫苗追溯体系建设
的7个试点省市之一。

医改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
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看病更便捷，健康
水平得到提升。截至2020年底，我市人
均预期寿命提高至78.15岁，孕产妇死亡
率下降至9.52/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至
2.92‰ ，居 民 健 康 素 养 水 平 提 高 到
23.01%，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纵向比大幅
优化。

昨日，元宇宙概念盘中再度活跃。
截 至 收 盘 ，中 青 宝 大 涨 19.99% ，报 收
17.77 元/股，换手率 38.77%。在最近的
五个交易日以来，中青宝持续大涨，截至
目前，累积涨幅已翻番，流通市值达
46.41亿元。对于这样的涨幅，中青宝罕
见地没有出现在深交所重点监控名单，
是什么原因呢，后续还有炒作机会吗？

申万宏源证券重庆小新街营业部投
顾杨加前表示，元宇宙是一个最近才流
行起来的新概念，与最近很火的碳中和
囊括了钢铁、新能源、锂电池等一样，是
很多板块的一个融合。但与碳中和不同
的是，元宇宙概念目前没有相应的政策
推出，也没有一个能够具体的发展前
景。从分时图来看，中青宝 5 个交易日
收获3个20%的涨幅，早已翻倍。昨天中
青宝走势小心翼翼，时刻处于即将炸板
的状态，封板结构也比较差，可以说是大
概率已经接近炒作极限。由于公司目前
的市值只有 46 亿，属于小盘股，很容易
被资金扰动。如果主力盯死这个概念继
续注入资金，那么放量的情况下股票还
有继续上升空间。不过，激进的投资者
要注意操作节奏和风险，及时止盈。

华龙证券重庆新华路营业部投顾赵海
宏分析认为，就目前的角度看，元宇宙依旧
是处于想象阶段，中青宝强势放量，资金介
入力度比较大，5天换手142%，预计后续震
荡走高概率比较大，但是谨慎追涨。

近日，重庆印发《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五年工作计划（2021-2025年）》（以
下简称《五年计划》），紧紧围绕“十四五”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结
合我市工作实际，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
谋划规划好未来五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通过纵深开展督察，推动工作落
实，为重庆生态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为此，我市进一步深化市级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体制改革，优化督察机构设置，
充实督察力量配置，建立健全例行督察、
专项督察、驻点督察、日常督察与省际联
动、常态化暗查暗访相结合的“4+2”督察
体系。“这些督察方式环环相扣，各有侧
重，互为补充，形成闭环，构建起全过程、
全链条的问题发现、交办、督办、考核、问
责机制。”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解释。

生态环保督察亮剑
守护重庆美丽山水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瑜

元宇宙龙头还可经常吗？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冯盛雍

昨日两市分化依旧
非常严重，创业板收了一根

带长上影的跳水中阴线。从
分时图来看，指数回踩下方半年

线开始止跌，半年线处支撑力度很
强，指数上方被20日线死死压制。

投顾杨加前分析认为，昨日上证指
数在3700点-3731点位置压力明显，创业

板指数在3200-3300点区间附近震荡。操
作上建议投资者还是谨慎为主，不要盲目激
进。结构性机会方面，可以继续关注受益新
能源汽车以及碳中和背景下的处于涨价趋
势中的资源品种、低位低估值中字头个股。
同时，已经处于明显超跌反弹趋势结构中的
半导体芯片、功率半导体、MINILED消费电
子等方向个股也可适当关注。

投顾赵海宏认为，上证指数虽然短
期未能快速突破，虽说小节奏可能会出
现调整的可能，但在这个位置还很难去
判断市场是否会出现结构上的变化，投
资者注意聚焦核心涨价主线和超跌蓝筹
两大方向，低吸等轮动即可。下半年，煤
炭、钢铁、有色等行业供需错配的逻辑依
然存在，资源板块的业绩将继续保持较
高增速，行情有望持续到四季度。

个股

虽然上周末消息面利空不断，但是在场外资金持续流入的提振下，昨日A股
凭借尾市的抢盘潮继续走高。其中沪市收出6连阳逼平14个月最强纪录并创
出6年来的收盘新高。截至终盘：上证指数收报3715.37点，微涨12.26点，涨
幅0.33%；深证成指收报14705.83点，微跌66.04点，跌幅0.45%；创业板指
跌1.17%报3194.27点。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4628.25亿元，比周五减少5%。

证券人士认为，3731点附近将有大震荡，投资者应做好高抛低吸的准备。

掘金核心涨价
主线和超跌蓝筹

资 源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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