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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多日大涨后，沪指来到
5000点关口，普涨普跌的情形日
益减少。多日急涨积攒下随时可
能深幅回调的因子，套期保值显
得尤其重要。

4月16日，中证500股指期货
上市交易，与沪深3 0 0股指期货
成份过于偏重金融股等权重股

相比，中证500股指期货对应的中
证500指数行业分布更加均匀。分
析人士指出，中证500股指期货作
为沪深两市小盘股的代表性指
数，其上市后填补了市场巨大的
小盘股套保、套利和交易需求。

随着中证 5 0 0 股指期货上
市，巨大的现货需求显现，对应

中证500指数的ETF在上个月呼
之 欲 出 。本 月 2 9 日 ，华 夏 中 证
5 0 0 E T F 则将于上交所上市交
易。

记者了解到，华夏基金于4

月 8 日 发 行 华 夏 中 证 5 0 0 E T F
(5 1 2 500 )，2 0日内募资总额达到
21 . 3亿元。

华夏中证500ETF(512500)正式上市或成5000点避险利器

深港通如箭在弦，据媒体
报道，深港通方案已准备好，监
管层将择机宣布启动时间。最
新一期“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
显示，49%的投资人认为深港通
的开通会增加其对港股市场的
信心，另有44%的投资人表示不
受深港通影响，仅 7 %的投资人

认 为 可 能 降 低 对 港 股 市 场 信
心。

上投摩根资产管理 (香港 )

投资总监张淑婉认为，明年A股
列 入M S C I 的 可 能 性 很 大 ，届
时，所有外资投资人都有额度
的上限，当他们要配置A股时一
定会优先考虑港股。估计明年

二季度就可以看到港股较为明
显的涨幅。另外，人民币国际化
是我国长期规划，但是资本项
目不会马上放开，因此政府倾
向于利用港股通形式有额度地
开展，所以现阶段的香港是一
个重要的桥头堡，受到政策上
的支持，它可以走得更长久。

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近5成投资人看好深港通对港股影响
回顾上海车展，除了第二代

K5的首次惊艳亮相，更让媒体激
动的是彼得大帝的亲临现场。业
界评价彼得 ?希瑞尔如同汽车设
计界的诗人，用回归的姿态，带
着兼具极简风及未来感的作品
来到世人面前。他就是起亚的烙
印，更是格调派2015款K5的塑造

者。
K5是在诗人画笔下流淌出

来的流畅与雅致，是设计大师撷
取科技精化锻造出来的智能与
安全。如果将东风悦达起亚的产
品矩阵勾勒成一幅画卷，K5绝对
是最浓重的那一笔，镌刻时代的
印记，闪耀K系之荣光。

极简风与未来感 K5镌刻时代印记

本报聊城5月27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庆涛 )

近日，记者从市住建委物业
管理科了解到，全市将开展对
城区老旧小区的整治提升工
作，根据要求，2015年-2017
年，将对聊城市老旧小区存在
的问题进行整改提升。

据聊城市住建委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聊城市存在的一
些老旧小区，卫生脏、环境差、
秩序乱，专业的物业公司管理

难以下手或无力改变现状，影
响着市民的安居乐业和聊城
整体宜居水平。因此，聊城市
将加大对老旧小区的整治力
度，全面提高老旧小区整治提
升工作成效与管理水平。

整治提升后的小区应具
备“六有”，即有基本的基础设
施、有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
有基本的安防设施、有业主自
治组织、有物业管理单位、有
长效管理机制。争取在3年内，

整治提升老旧小区200个，在
2015年完成整治提升(含完善
组织建设)70个小区，其中对10
个设施老化现象严重、缺项的
小区进行设施整治提升。

整改的老旧小区范围包
括在2000年12月31日前交付，
物业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老
化现象严重，缺乏物业管理条
件，且未列入棚户区改造范围
的居住小区和房改房；近年群
众意见突出，反映强烈的小

区，经属地街道办事处和社区
认定后，也可列入整治提升范
围。

整治内容涉及环境、设
施、组织三个方面，将对小区
违章建筑物、公共绿地、杂物
等进行清理，对小区内的各项
公共设施进行添补、修缮，配
建物业服务用房和公共服务
用房等，同时指导业主大会建
设，选举业委会，提升业主资
质管理水平。

全全市市老老旧旧小小区区进进行行整整改改提提升升
三年内整治提升200个小区

“聊城发现1931年‘国货证明书’”追踪

或或为为国国家家层层面面抵抵制制日日货货的的物物证证
本报聊城5月27日讯(记者

张跃峰 ) 对于在家中发现
的“国货证明书”，市民王先生
表示这可能是当时国家层面
抵制日货的一个有利物证。

对于这条绑腿带子的来
历，王先生介绍说家里人已经
不是很清楚了，只是这些年来
一直压在老家的箱子底下。当
时他发现时，绑腿带子还是买
回来时的状态。王先生介绍
说，他的父亲是1933年生人，
而国货证明书上显示的时间
应该是1931年，这说明买这条
绑腿带子时还没有他父亲，据
家里人估计很可能是他父亲
的奶奶所有之物。

尽管绑腿带子究竟是家
里哪个老人所购买已经无从
考证，但对这张国货证明书的
研究却没少让王先生费工夫。
据其介绍，由于怀疑这是当时
国家层面主导抵制日货的一
个有力证据，因此他一直在四
处请教及查阅当时的一些史
料研究。更为特别的是，今年
是抗战胜利70周年，1931年又
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弄清楚

这张国货证明书背后隐藏的
历史非常重要。

王先生介绍说，最初他一
直将“国货证明书”秘不示人，
后来因为四处请教的原因才
慢慢被周围的朋友知晓。前段
时间，一位收藏界的朋友看到
这张国货证明书后爱不释手，
连说还真没见过这类的东西，
虽然以前也听过此类物品，但
大都是一些工厂里留存下来
的样本或空白的“样票”，但这
种从民间发现的真正步入流
通的实物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为了考究这张国货证明
书背后的历史，王先生曾通过
查阅史料研究、网络搜索等多
钟方式进行查询，结果连一张
类似的物品也没见到过。据他
分析，类似绑腿带子这种小物
件当时非常不起眼，系在外面
的商标和国货证明书更没人
收藏，就像现在的商品外包装
一样，在使用时直接就丢弃
了，所以能保存到现在的凤毛
麟角。

看到这张国货证明书后，
收藏界的朋友提出高价向王

先生收购，但遭到了王先生的
拒绝。王先生说，在他看来这
张国货证明书有着不同凡响
的商业意义、历史意义和政治
意义，商业意义好理解，起码
证明了山东及周村等地方的
商业发展情况。从历史角度来
说，这么一条不起眼的绑腿带
子，虽然价值不高竟然还附带
有国家部委颁发的国货证明
书，这从侧面可以说明从国家

层面对于抵制日货等外国货
的重视程度。

特别让人注意的是，今年
又是抗日战争胜利7 0周年，
1 9 3 1年还发生了“九一八事
变”，如果可以证明这张国货
证明书背后就是为了抵制日
货，这说明当时全国对于抵制
日货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其作为当时一个有力的物证，
还会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

对于王先生的观点，也有
收藏界的朋友提出了异议。据
王先生介绍，他一位朋友也曾
向他提供了一些近代史料，并
说这张国货证明书也许是近
代中国第一部反倾销法的产
品。

王先生说，根据朋友提供
的史料，1929-1933年的世界经
济危机席卷了所有的资本主
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

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列强国
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采
取商品倾销，中国作为一个半
殖民地大国自然成了商品倾
销地。面对外国商品的倾销，
国民政府采取了多项反倾销
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倾销货物税法》的颁布，以保
护国内工商业的发展。

“1931年1月，根据上海商
民的建议，国民政府财政部遂

参照各国成例拟就防止倾销
税条例草案。经立法院逐条审
议，第129次会议通过2月9日正
式颁布了《倾销货物税法》，这
部法规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反
倾销法，其目的在于防止外国
货物以倾销方式影响国内市
场。”王先生说，国货证明书上
的落款时间恰巧就是1931年的
6月24日，时间对应上没有问
题，而且经他查阅史料，落款

中的孔祥熙、程振钧、张轶欧
等经历也都一一对应，而且棉
纱纺织也在当时国内工商业
中占的比重较大。

由于目前还没找到权威
解读，王先生希望能有一些专
业人士帮着解读国货证明书
背后的隐藏的历史密码，也可
以为当时的历史研究增加一
个有力的物品实证。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希希望望专专业业人人士士帮帮忙忙解解读读一一下下

头条延伸

本报聊城5月27日讯(记者 王
尚磊) 近日，莘县某建筑工地在一
个月内连续报告了5例戊型病毒性
肝炎(以下简称戊肝)病例，均出现
了厌油、乏力、食欲不振、腹胀等消
化道症状，诊断为急性无黄疸型戊
型肝炎。经过紧急调查、排查，证实
这5例病例为散发病例。

可能大家对乙型病毒性肝炎
并不陌生。可是，同属病毒性肝
炎，您对戊肝了解多少？这种肝炎
传染吗？危害性大吗？应该怎样预
防？如何防治戊肝。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专家处了
解到，戊型肝炎是由戊型肝炎病
毒引起的，服用经被污染水和食
物所引发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人
群对戊型肝炎普遍没有免疫力，
极易罹患此疾病。

戊肝主要发生在亚洲、非洲和
中美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达
国家仅有散发性病例报道。戊肝有
明显季节性，流行多发生于雨季或
洪水后。大部分暴发发生于农村。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戊肝发生，
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内蒙
古、新疆和北京曾发生本病的暴发
和流行，其他地区则有散发病例。
我省沿海地区流行率为内陆地区
的3倍。聊城市戊肝发病呈散发状
态，2008-2014年戊肝发病人数在20-
50之间波动。

戊肝的急性病人和隐性感染
者，极易向普通人群传播此疾病，
他们接触的水和食物均可传播戊
肝，日常接触也可以传播，此外还
能够通过母婴和输血传播。

戊肝作为一种自限性疾病，普
通人一般预后良好，很少发展为重
型肝炎，都能顺利康复。但妊娠妇
女和老年患者一般较为严重，有报
道显示妊娠期戊肝发生重型肝炎
比例较高，重型戊肝患者中孕妇约
占27%，妊娠晚期戊肝的病死率高，
可近30%，即10个得了因戊肝所引
发的重型肝炎的妊娠晚期妇女中
会有3个因此丧命；老年人发生淤
疸型戊肝和重型戊肝的比例虽比
孕妇低，但仍较高，而且恢复较慢。

专家表示，面对戊肝，我们必需
各司其职，疾控机构及时监测并适时
进行健康教育，发布健康提醒，医疗
机构对病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治的
同时也要及时上报，病人在接受正规
治疗时也应当接受为期三周的隔离
观察以避免传染他人，与病人有密切
接触史者也应接受45天的医学观察。
我们普通人应当改善个人卫生状况，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如：不喝生水、
不食用不熟的食物等。此外，我们还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接种戊肝疫
苗，以提高自身免疫力，尤其是16

岁以上易感人群。

莘县发现五例

戊型肝炎患者

王先生希望能有专家帮着破解这张国货证明书背后隐藏的
历史。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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