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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希望将最好的东西留给家
人,而如何选择纯净无污染的健康饮水，成
为每个家庭面临的挑战。值3月22日世界
水日之际，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
业委员会联合美国伯克利国际水品鉴大赛
组委会发出倡议：中国妈妈们应行动起来，

升级家庭饮水，选择有益健康的雪山矿
泉水。
不良饮水环境和错误饮水观，将对家庭
造成深远影响

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地
的水环境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直接影响
到家庭的饮用水品质，而饮用水污染对于
家庭成员中儿童成长造成的影响极大。

除此，当今市场饮品种类选择多元化，
很多人选择喝饮料。部分人喝饮料的量超
过一天所需水量的30%，更有甚者达到了
100%，纯水摄取量为零，这会对肾脏造成
非常大的负荷，对儿童的健康尤其不利。
而对日常喝水的意义，不少妈妈的观念还
停留在解渴、补水和安全层面。这种观念

会对家人尤其是孩子的健康，带来不利影
响。因此，对大多数的中国妈妈们来说，提
高对日常饮水的重视程度，升级家庭饮水
非常重要。
健康饮水升级，首选雪山矿泉水

在 2012年发布的《中国居民饮水指
南》中，以水源地为核心标准将饮用水划分
为四级：水源地高海拔、无污染的雪山矿泉
水为一级饮用水；水源地无污染或微污染
的普通天然矿泉水为二级水；三级是普通
的瓶装水（包括纯净水、矿物质水、天然
水）；四级为经过人工处理的非包装水。

作为高质量的饮用水品类，来自高海
拔、零污染水源地的饮用水，也成为了升级
健康饮水的首选。中国一些对健康饮水质

量比较注重的家庭，已开始转向如昆仑山
雪山矿泉水、依云等雪山矿泉水。以昆仑
山雪山矿泉水为例，青藏高原海拔6000米
昆仑雪山，积雪慢慢融化，渗入岩层，经过
50年以上的过滤和矿化，因此，既天然纯
净，又含有多种矿物质元素，更有益人体
健康。

为推动中国家庭饮水升级，提高社会
整体健康水平，3月22日世界水日之际，中
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提醒
更多中国妈妈们，要清醒意识到健康饮水
对于家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同时，委员
会强烈呼吁妈妈们，立即行动起来，升级家
庭饮水，选择高海拔、零污染的雪山矿泉
水。 文图/张明

权威机构呼吁：中国妈妈应升级家庭饮水，选择雪山矿泉水

种种迹象显示，A股的连
番上涨正在促使投资者“跑步
入场”。数据显示，仅在上周两
市新增开户数就超过了百万之
巨，创2007年5月以来新高。

中登公司最新数据显示，
上周（3月16日至20日），两市
新增股票开户数113.92万户，
环比增57.89%，并创下2007年

5月来新高。此外，新增基金账
户60.09万户，创2007年10月
来新高。数据还显示，上周A
股交易活跃度大幅上升，上周
参与交易的 A 股账户数为
3115.97万户，占期末A股总账
户数的比例为16.69%，前一周
该比例仅为12.49%。此外，上
周期末 A 股持仓账户数为

5514.41万户，占期末A股总账
户数的比例为29.53%，环比前
一周29.76%下降。

各方数据显示，随着新股
民的“跑步入场”，巨额增量资
金正在进入市场，助推A股成
交量一浪高过一浪。中国投保
基金数据显示，3月前两周证券
保证金累计净流入 9510 亿

元。WIND统计数据则显示，
截至3月23日，沪深两市融资
融券余额已达到了 13997 亿
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融资余
额高达13924亿元。成交额方
面，前天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分
别 达 到 了 7548.85 亿 元 和
6844.68 亿元，两市合计超过
1.4万亿也创历史天量。

由于成交量迅猛,24日，
不少股民都遭遇了券商交易系
统“拥堵”的情况。

在广发证券开户的吴先
生，想把手上的股票卖掉。打
开手机，行情刷新键一直在打
转：请稍候再试。打开电脑，行
情显示无法连接服务器。情急
之下，吴先生打了电话委托业
务，竟然出奇地顺利。

24日上午的券商“拥堵”，
让很多股民股票卖不出去。下
午很多想抄底的股民，也因券
商系统“宕机”而错失了抄底良
机。“我下午开盘想买华侨城
A，结果手机下单总是失败。”
在宏源证券开户的林先生说。

很多股民最近两天都碰到
了券商交易系统罢工的情况，

“交易系统无法登录”、“无法撤

单”……除了招商证券、宏源证
券、广发证券外，东方证券、齐
鲁证券、国海证券的用户也碰
到了堵单情况。

“一天成交1.4万亿，这是
前几年半个月的成交量，超出
了券商系统的最大接纳量。”一
位券商人士表示。一位业内人
士表示，这跟行情火爆、打开交
易端的客户过多有关。她说，

券商系统是各自研发，并不是
沪深交易所问题。

“我们缴纳了那么多的手
续费，券商就不能多买几个服
务器，让交易更顺畅吗？”吴先
生表示，在牛市中，一次系统崩
溃，可能就意味着错失一只牛
股，券商不应只考虑赚钱，更应
加强服务。Y
据北京晚报、钱江晚报等报道

营业部灯灭了，股民还不愿回家
A股连番上涨,新增股民创8年来新高
核心提示丨前天上午股市大跌，下午神奇逆转，实现十连涨。种种迹象显示，A股的连番上涨正在促
使投资者“跑步入场”。最新数据显示，上周，两市新增股票开户数113.92万户，环比增57.89%，并
创下2007年5月来新高。对于这种走势，老股民称，大风大浪见过了，这点儿不算啥；新股民则是
选择出逃。面对连续高位振荡的走势，新老股民的种种反应汇成了一幅股场浮世绘。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80934元，
中奖总金额为2502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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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省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总额为
15109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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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077期
中奖号码：301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211668元
和893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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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销售总额为219648元,本省中
奖总金额为691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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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的同
时，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出
招了。24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
式开展逆回购操作，向市场投放7
天期200亿元流动性，中标利率为
3.55%，较之此前一个交易日下降
10BP。上周四，央行也开展7天
150亿元逆回购。

“央行连续下调逆回购中标
利率释放的信号很明显，就是要
引导利率下行。”招商银行金融市
场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说，在当
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需要
采取措施降低企业借贷成本，以
减轻企业财务压力。

中金公司认为，按照目前3月
份的高频数据、PMI数据以及近
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环保限
产，3月份工业增加值将再度明显
走低，不排除创近年新低的可能，
这将可能推动货币政策在3月份
数据公布前后再度加码放松，比
如再度降准降息。朱海斌预计，
下一次降准最早可能出现在4月
份。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
斌也表示，央行在去年11月份的
首次降息后，为了稳定经济增长
和降低实体经济的借贷成本，包
括降准在内的货币宽松措施就获
得充分的理由。Y据南方都市报

一周新增用户创8年新高，1.4万亿创历史天量

前天上午股市大跌，下午神
奇逆转，实现十连涨。对于这种
走势，老股民称，大风大浪见过
了，这点儿不算啥；新股民则是
选择出逃。

“肯定能涨上去，这就是大
牛市！”24日下午，在中信建投
证券公司北京东直门营业部内，
散户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块
儿。到了下午3时许，闭市了，
灯也关了，但还是有不少人不愿
意走，很是意犹未尽，“想砸盘，
就是砸不下去。”

散户李先生说，自己炒股多
年，牛市都经历了三波了，当天
这样的走势，他根本不害怕，“要
是这点都承受不住，还能炒股？”
有一伙伴赶紧问他接下来该咋
办，“接下来继续买啊，总理都说
了，互联网+啊，央行行长也说
话了，进入股市的资金也能拉动
实体经济，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听他们谈论得火热，有一中年女
子加入了：“这跳水就是洗盘呢，
主力想洗我们下去，没门儿，我
就是跟他们杠上了。”

在东直门营业部内，新加入
的散户也有不少。60多岁的杨
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她说自己是
和老姐妹一起跳舞听她建议才
入市的，“听说谁家小保姆都能
整个几十万，听得心痒痒。我想
了想，也拿出十多万来炒。”听到
老姐妹们都买“一带一路”概念，
杨女士也买了，她说，自己刚开
始连“一带一路”概念是啥都不
知道，后来一看新闻才知道，“我
原来还以为是啥呢，原来是大基
建股啊！基建好啊，国家建设

好，这股票就好啊。”
杨女士刚开始入手的中国

铁建走势不错，周一还封涨停。
不过周二一开盘就大幅下跌，杨
女士的资产不断地缩水，她脸上
也开始不好看了。“有点受不了
了，就一股脑都给卖了，还算挣
了一小点儿。”不过昨天下午，中
国铁建开始反弹，杨女士看了
看，有点后悔。她老姐妹瞥她一
眼说：“这就受不了了啊，这股市
得靠悟，你自己悟不出来，谁说
都白搭。”

指数高位荡秋千，老股民淡定新股民焦虑

交易系统“闹罢工”,错失机会股民“有点堵”

降准降息，
渐行渐近？

央行连续逆回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