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姝 文/
图） 11月3日下午，2018年第一
届瓷都消化论坛暨胃早癌MDT
诊疗研讨会在陶溪川国贸饭店
召开。此次研讨会是为促进我
市及周边地区消化领域的学术
交流，提高胃早癌MDT诊疗水
平，由市第二人民医院主办。
参会单位除景德镇地区各家医
院外，还有婺源、鄱阳、余
干、万年等地消化科专家参
会，参会人数达50余人，是景
德镇地区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消
化界学术活动。

本届论坛邀请了浙江大学
附属邵逸夫医院、南昌大学
一附院知名专家以及本地
消化领域的主任医师等，
通过胃早癌的大样本筛
查、内镜精查、内镜下治
疗、病理解读、术后评估
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研

讨，将推动景德镇地区及周边
地区消化界学术交流，提高本
地区胃早癌MDT诊疗水平，促

进消化学科发展。
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

科是医院临床重点学科，科
室医疗技术队伍整体实力
强，技术水平高，持续发展
能力强。拥有床位 50 张，
年住院病人 3000 余人次，
年完成胃肠镜 10000 余例，

完成无痛胃肠镜3000余例。二
院消化内科是本市较早开展无
痛胃肠镜、胶囊内镜、超声内
镜等检查的单位，在内镜下检
查及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方面具
有明显特色，特别是在ERCP（逆
行胰胆管造影）、EUS（超声内
镜）、ESD（内镜下黏膜剥离术）、
消化道狭窄扩张及支架置入术、
食道胃静脉曲张套扎及硬化治
疗等方面处于全市领先水平。

据了解，消化内镜治疗的
临床应用在最近20余年有很大
进展。消化内镜治疗侵入性
小，使消化系统许多疾病的治
疗“微创伤”化，譬如：ERCP
用于胆胰系统疾病、POME用于
贲门失迟缓、EMR及ESD用于
消化道黏膜及黏膜下病变切除
等等。消化内镜技术进展迅
速，临床应用也愈加广泛，尤
其是近几年来，消化道早癌的
内镜下诊疗成为消化内镜的新
热点和新趋势。

首届瓷都消化论坛暨
胃早癌MDT诊疗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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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内镜清洗设备

患者赠送科室锦旗

近期国内手机市场的新品发布可以
用“扎堆”来形容，小米、华为、一
加、OPPO、联想等纷纷发布旗舰级新
品。从产品和设计特点看，在当前全球
手机市场面临较大挑战的形势下，国产
品牌手机厂商的创新动机和力度更加强
烈，希望借此进一步实现差异化并获得
领先优势。

近期各厂商发布的旗舰型手机中，
在相机镜头、芯片、机身材料等方面的
提升或创新均有不少亮点，其中最受市
场关注的或是滑盖全面屏的创新尝试。
10月25日，小米旗舰手机MIX3正式发
布。来自小米的信息显示，这是全球首
款 滑 盖 全 面 屏 手 机 ， 屏 占 比 达 到
93.4%，手机正面几乎只有屏幕。由于
使用了钕铁硼永磁铁，滑盖寿命达到30
万次。

无独有偶，荣耀在小米之后数日正
式发布Magic2手机，同样使用了滑盖
全面屏设计。11月 1日，联想也发布了
滑盖全面屏旗舰手机Z5 Pro。

如何实现手机屏幕利用率最大化，
是当前各厂商寻求突破的重点。与时下
流行的刘海屏设计相比，滑盖全面屏设
计可以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虽然其设
计能否获得市场最终认可还需时间检
验，但它凸显了国产品牌手机越来越重
视立足自主创新夯实实力获得优势的发
展思路。

这一思路，无疑也是为了更好地应
对全球手机市场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
研究机构IDC的数据，2018年第三季度
全球手机厂商共计出货3.552亿部智能
手机，同比降低6%，这是全球智能手
机市场连续四个季度出现同比下滑。

不过，面对行业压力，国内部分厂
商的出货量逆势增长。根据 IDC 的数
据，第三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前5名厂
商中，华为和小米的出货量同比大幅增
长，分别达到 32.9%和 21.2%，表现突
出。

值得注意的是，小米手机今年的出
货量在10月底突破了1亿台，提前两个
月达成全年目标并迈入“亿级俱乐
部”。“这是小米在技术创新、品质提
升、国际化探索等方面持续努力的成
果。”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说。

在手机制造成本难以继续降低以及
消费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国产品牌
手机一方面依靠创新获得差异化优势，
另一方面不断开拓海外市场。

从数据看，目前小米手机已进入80
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收入已占总收

入 的 36.3% 。 研 究 机 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小米在印度市
场的出货量连续5个季度居市场首位。
荣耀目前在海外已进入70多个国家和
地区，荣耀相关负责人表示，明年将
进一步夯实已进入的海外市场。一加
近日宣布，已与美国运营商 T-Mobile
达成合作，正式进入北美运营商合作体
系。

有业内观点认为，当前最新的科技
成果应用于手机产品的速度越来越快，
例如人工智能正快速应用于手机，面部
解锁等功能正快速普及。不论是推出新
产品还是拓展海外市场，国产品牌手机
立足的根本将越来越依赖于自身的创新
能力。手机厂商真正拿得出“绝活”，
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国产品牌手机密集发布新品 自主创新显亮点
新华社记者 周文林

资本市场迎来重大改革
设立科创板有何深意？

新华社记者 刘玉龙 许晟

财经聚焦

科创板成为5日资本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
市场人士认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这是强化市场功能的重大改革举
措，通过循序渐进的增量改革逐步激发市场活
力，终将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补齐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短板

证监会负责人5日表示，在上交所设立科创
板是落实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推动高质量
发展、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激发市场活力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安
排。

这位负责人表示，科创板旨在补齐资本市场
服务科技创新的短板，是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
将在盈利状况、股权结构等方面作出更为妥善的
差异化安排，增强对创新企业的包容性和适应
性。

多年来，不少创新企业受制于盈利和股权结
构等方面要求，从而在关键时期失去了境内资本
市场的支持或者去境外市场融资。

从证监会负责人的说法来看，相关内容将在
科创板有所突破，必将给创新企业带来更大的资
本市场支持。

循序渐进试点注册制激发市场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科创板将率先试点注册制。
这意味着科创板将成为未来推行注册制的试验
田，但注册制试点并不意味着降低门槛，更不意
味着大批量企业集中上市。

证监会负责人说，2015年 12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已有授权，在科创板
试点注册制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注册制的试点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在受
理、审核、注册、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都会更
加注重信息披露的真实全面，更加注重上市公司

质量，更加注重激发市场活力，更加注重投资者
权益保护。”这位负责人说。

“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注册制改革
是大方向。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为高科技企业
上市提供了便利，有助于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更好
地支持科技企业发展。”望华资本创始人戚克栴
说。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资
本市场近年来的依法全面从严监管和相应的制度
建设为注册制试点创造了相应条件，而且试点有
相应门槛，信息披露也会更加严格，试点规模也
不会太大，相信监管部门在推进过程中会充分考
虑市场的承受能力。

引入投资者适当性更好保护投资者权益

如何既让投资者分享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的收
益又尽可能降低风险？科创板也将有相应的安
排。

证监会负责人表示，将指导上交所针对创新
企业的特点，在资产、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
等方面加强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引导投资
者理性参与。

这意味着科创板将对投资者设定一定的门
槛，以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那如果不符
合条件是否就不能参与科创板投资？对此，证监
会负责人明确：“鼓励中小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
等方式参与科创板投资，分享创新企业发展成
果。”

也就是说，任何投资者都可以有机会投资科
创板，符合条件的可以通过自己直接投资的方
式，不符合条件的可以通过买公募基金等方式。

上交所也表示，通过发行、交易、退市、投
资者适当性、证券公司资本约束等新制度以及引
入中长期资金等配套措施，增量试点、循序渐
进，新增资金与试点进展同步匹配，力争在科创
板实现投融资平衡、一二级市场平衡、公司的新
老股东利益平衡，并促进现有市场形成良好预
期。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这是中国馆一角。
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
（国家展） 上，共有82个
国家、3个国际组织设立
了 71 个展台。其中，中
国馆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为主线，展示中国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以
及中国发展、共建“一带
一路”给世界带来的新机
遇。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探访进博会
国家展中国馆

新华社天津11月5日电（记者 周润健）“北风往
复几寒凉，疏木摇空半绿黄。”《中国天文年历》显示，
11月7日19时32分迎来“立冬”节气。此时节，朔风
起，地始冻，水始冰，天气一天天变冷，草木凋落，树叶
飘零，一地金黄。

“立冬”是进入冬季的第一个节气，从每年的11月
7日或8日开始到22日或23日结束。立冬与立春、立
夏、立秋一样，都是农历上表明一个新季节的开始。
习惯上，我国民间常把这一天当作冬季的开始。当
然，气象意义上的冬天尚未到来，人体感觉也还处在
深秋时节。立冬表示万物收藏，规避寒冷的意思。古
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冬，终也，万物收藏也。”
意思是说秋季作物全部收晒完毕，收藏入库，动物也
已藏起来准备冬眠。一个“藏”字，尽显冬意。此时，
物尽藏、农事休、人猫冬。

立冬时节，北方冷空气频频南袭，可形成伴有雨
雪的寒潮天气。根据中医养生学的观点，此时阳气潜
藏，起居调养应以“养藏”为主，注意保暖，常按足底，
早睡晚起，勤晒太阳；饮食上要少食咸，多吃苦味食
物，以助心阳，适合选择的食物包括芹菜、莴笋、生菜、
柚子、苦菊等；适当进补，并辅以运动和精神调养。

“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尽管气温下降，天气
日渐寒冷，大美秋色迎来极致般的绚丽，惹人迷醉。

7日19时32分“立冬”：
黄花独带露 红叶已随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