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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有 (亿之多!有的如不及时治疗易引发肝硬化导致癌变!普及肝病科普防
治知识刻不容缓"""

由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科普书籍#乙肝转阴不吃药$一书!详细阐述了%乙肝病毒携带
者为何有的终身携带而不发病&为何有的不经任何治疗却能自然转阴&为何又治疗有效'停药反弹
甚至导致病毒变异&为何有的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肝癌()

由中国肝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的-关爱乙肝患者!药毒与并发症公益普查救助活动-已经在全
国展开!免费向乙肝患者发放#乙肝转阴不吃药*一书!由于数量有限敬请广大患者拨打

567489:!"!#$%!&'%'(进行索取+

]^!本次赠书纯属公益性免费活动!如有人趁机收取书本费或邮寄费!敬请拨打 "(".,/")0/01

/""

免费赠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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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bcd !沪指连续两
个十字星是否意味着调整已经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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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放天量涨停, 有什么
利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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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21元买进!后市如
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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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雷格斯的
调查显示!-工作./-个人经济状况.'

-来自老板的压力.排在前*位000三
者的背后无非就是个-钱.字1

经济发展下的欲壑难填1有学者
指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五百
多年的历史积累!而我们的积累刚刚
开始1别人*""年的焦虑!我们要在*"

年内消化!膨胀的欲望带来的是急剧
增加的压力1

社会保障体系滞后1中年人上有
老下有小!承担着养家糊口的主要责
任!当社会应提供的医疗'养老'教育
等福利保障不够完善时!个人身上的

担子就显得尤其沉重1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夏学銮认为!就连殡葬这样本应属于
社会保障的项目!都变得唯利是图1

夏学銮说! 在西方人的教育里!

孩子从小要学会尽一份社会责任&而
在东方! 尤其是儒家传统教育里!孩
子从小就被要求好好学习!长大光宗
耀祖1这导致很多人成年后具有强烈
的竞争意识000在学校一定要考第(

名!在单位一定要当上领导!否则就
会被认为不思进取!没有出息1 在这
样的环境中!压力总是如影随形1

压力就像洪水! 蓄积到一定程
度!就需要释放1然而!多数中国人的
选择是压抑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教授李
新影指出!很多国人即使出现了失眠'

厌食'胃痛等躯体反应!也没有意识去
挖掘问题的根源1缺乏心理学常识!使

得人们不愿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1

西南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杨东也
认为!多数中国人不习惯像西方人那
样!理性解决心理困扰!他们或隐忍
在心底! 或干脆通过发火来宣泄!很
少求助专业人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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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一项调查
显示!1"3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经常
加班的现象1

%©ËÌÍ&报道!我国职场人仅
#成能享受带薪休假!全世界最短1

英国医学杂志%ÎÏÐ&预计!中
国患抑郁障碍的人群! 有可能达到
/455万!且绝大多数从未就诊1

在中国!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自
杀未遂者中! 近+成患有焦虑症1 住
房'工作'婚姻!成为引发城市居民焦
虑的主要诱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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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日前出台 %�WÑÒÓÔÕ

Öo×ØTÙÚ�|<BÇ&

!首次将家
庭财产纳入保障房申购资格审核1今后!

民政部门和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将在对申
购保障房的家庭进行收入核查的基础
上!增加车辆'有价证券等财产的核查1

天津市国土房管局局长吴延龙说!

将住房保障家庭财产情况纳入核查范
围!有利于准确掌握申请家庭真实的经
济状况!严格准入退出机制!使真正困
难家庭享受住房保障!确保住房保障公
开'公平'公正1

根据新出台的%BÇ&

!接受核查的
家庭财产范围包括现金'人民币和外币

存款以及有价证券!机动车辆!个人拥
有的非居住类房屋!债权!商业保险!工
商登记注册资金!

zÛ

"以及其他价值较
大的财产等1

%BÇ& 对申请不同住房保障家庭
的财产准入标准分别作出规定%申请限
价房的家庭!家庭人口为)人及以下的!

财产准入标准设定为人均低于(*万元
!

Ü

"&家庭人口为*人的!人均财产不高
于((万元&家庭人口为+人及以上的!人
均财产不高于(5万元1申请公租房的非
补贴类家庭! 人均财产不得高于((万
元1-三种补贴.家庭财产准入标准统一
设定为人均低于,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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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上午! 北京市统计局' 国
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6月份北京市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 7 89:; 同比上涨
*253! 与上月)203的水平相比略有
回升! 同时也远远高于6月全国89:

同比上涨(263的水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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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0日宣布! 公司执行董
事兼主要股东非凡中国斥资(*2,6

亿元向<%=>?@A B%CD及E@F&?C 8%>A

收购公司),2)*G股权1 李宁及非
凡中国均于40日复牌! 两股停牌
前分别报+21#港元及525/,港元!

当日开市后两股走势不一! 截止

收盘!李宁跌+20/G报+2/5港元!非
凡中国则飙升1+G报524H5港元1

非凡中国在公告中称!是次收
购价格为每股,24港元! 较停牌前
股价+21*港元溢价约,2,6G& 公司
并将进行股份合并! 将每,股合并
为4股! 收购款项将在,合4后发行

新股! 以及总本金021亿元的永久
性次级可换股债券支付1

对此! 里昂证券认为! 这次
交易相当于李宁家族变相减持李
宁公司股权! 重申李宁公司的沽
售评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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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截止收盘! 沪指报H45,2/H

点!上涨/214点!涨幅为52*HG!成交
+04亿元&深成指报1/+4241点!下跌
+2*/点!跌幅为525,G!成交+05亿元1

从盘面看! 核电核能板块早盘
走强!其中科泰电压'威尔泰等强势
涨停!常宝股份'烟台冰轮'九龙电
力等纷纷跟涨& 农业板块和锂电池
板块受消息影响都出现一定程度的
上涨1 上证综指盘中曾一度跌破45

日均线! 权重指标股中石油和中石
化成为大盘维稳主力1

跌幅榜上!保险板块跌幅居前!

其中中国人寿跌幅接近+G1

�$��!缩量走势表明!至少
短期大盘做多的能量不足! 预计短
期再度回落调整的可能性较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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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6月份'E::基金平均上涨*2/HG1

其中!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基金
以02,1G的涨幅拔得头筹&该公司旗
下另外两只'E::基金上投摩根新兴
市场和上投摩根亚太优势亦齐头并
进!分别上涨02H4G和/241G!与全球
天然资源一起独占6月'E::涨幅榜
前*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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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4/日开始发行的
工银信用纯债基金将采用绝对收益
考核1 该基金将由工银四季收益基
金经理何秀红担纲管理1 晨星数据
显示! 何秀红此前管理的工银四季
收益今年以来已经取得45206G的总
回报! 在同类可比基金排名第4!成
立以来净值回报达到了4+25*G!大
幅跑赢主动型权益类基金1

该基金不参与股票及可转债 '�

ÝÞßà�áâ<ãâäÝåæ(的
投资! 固定收益类投资占基金资产的
比例不低于15G!其中投资于信用债的
比例不低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15G1

公募行业第一只主投信用产品
的债券基金就是工银瑞信的信用添
利1 晨星数据显示!该基金成立以来
I'!类累计净值增长率分别达到
**2H/G'*521,G1根据海通证券基金
研究中心统计!最近*年工银瑞信固
定收益类基金规模加权业绩达到
4/2/4G! 近一年固定收益投资能力
在,0家可比公司中排名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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