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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速览

本周探低回升格局应无悬念
连续强反品种不宜追涨

昨日三大指数
低开走高延续反弹，
但整体冲高回落，上
证最高冲至 3253，
在3256区域遇阻回

落，盘中几度翻绿，14点后震荡回升，最终小红收在
3246，涨0.09%；创业板在赛道股整体反弹的带动下
走出超跌反弹，收涨1.19%；全天两市成交8719亿，比
周二略有放大。本周还剩下两个交易日，周四还有一
定抛压，扛住周四压力，本周探低回升格局应无悬念。
操作上，注意这几天连续强反的品种不宜再追涨，注意
做好卖高换低的错位切换。

从目前的市场技术状态看，在连续调整了两个月
之后，本周处于重要的时间节点，出现阶段性转机的概
率越来越大，因而短线再回落空间应有限，破3200－
3172甚至考验3155的概率较小，沪指上方压力仍在
3256－3286，下方支撑在3226－3200。本周后两天
再上冲不能追高，特别是这几天连续强反的大涨品种，
相反目前还有很多板块仍处于调整低位，做好避高趋
低的高低切换非常重要。可趁目前的调整低位，提前
潜伏布局。 钱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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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 遗 失 ※
江苏欣瑞达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两套一式三份正
本提单,一套船名航次:
MSC ANZU/FY150A,提
单 号:SSHA5765830, 箱
号：FFAU1967153，签发
日期:2022-01-07;另一
套船名航次:MSC
MELINE/FY152A, 提 单
号:SSHA5773103, 箱号：
MSDU5986740, 签 发 日
期:2022-01-18,声明作
废。
黄瀚云，女，2016年8月26
日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320516057）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盱眙鑫诚建筑工
程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91320830MA1N3LCF2B
）不慎遗失公司（公章、财务
章、税务章）各一枚，特此声
明作废。
滨海汇纳贸易有限有限公
司公章、法人章、遗失，寻回
后不再使用，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昊华工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201132000745，声 明 作
废。
南京新耀德电气有限公司
公章、江宁区工友建材经营
部合同章遗失，寻回后不再
使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同乐不慎遗
失高级工程师（建设工程）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证号：
14660065，级别：高级工
程师，取得资格时间：2014
年11月7日，声明作废。
江湾左岸（南京）餐饮服
务有限公司遗失食品卫生
经营安全许可证，声明作
废！
南京美腾教育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
章遗失，寻回后不再使用，
声明作废。
遗失刘伟强保安证，编号
32012017014243 声明作
废
南京江边城外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江北龙湖分公司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201910127047，声明
作废
南京市白下区台湾同胞服
务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证号：3201031500556，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益邻居房屋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章一枚，
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我单位南京雨花柿子树社
区残疾人之家，遗失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20114MJ5703281G， 现
声明作废
傅斌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320106196411012432，声明
作废
金刚军官证遗失，证号:军
字第1073815号，声明作废
周强遗失常州工学院学生
证，学号：20209128072015，
声明作废。
吴盛瑞遗失南京林业大学
学生证，证号：195060520，
声明作废。
张璐遗失三江学院学生证，
证号：12020071021，声明作
废。
遗失：李国保身份证，证号：
622301197409117098，声明
作废。
遗失启事 遗失南京骏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栖霞区
后 曹 路 6 号 建 设 的
NO.2018G22 地块房地产
开发项目（C 地块）建设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 建 字 第
320113201810841 号、建字
第 320113202050015 号] 的
附 件“C9# 楼 、C10# 楼 、
C11#楼核准图 1套”，声明
作废。

南京滨江开发区开展
节前卫生大整治

中秋节即将来临，为做好节日期
间的市容秩序、环境卫生等工作，南京
江宁滨江开发区综合行政检查执法大
队针对节日期间人流量大、管理难度大
等实际情况，精心部署、提前安排。加
大日常街面巡逻力度，对占道经营、店
外经营等影响市容环境的问题进行及
时劝导，及时整治；严控主干道、重要
节点商业促销活动，严查乱设灯箱、广
告等违规行为；全面清除乱张贴、乱涂
写、乱刻画，确保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人体藏着255个疼痛“开关”

中医“治筋”让疼痛无所遁形

腰痛、颈痛、肩痛、腿痛……颈肩腰腿痛是
很多人都遇到过的健康问题。在“谭氏筋伤”，
专家巧妙地找到了身体疼痛的“开关”，并通过
中医治筋关闭“开关”。目前，这一中医技艺已
帮助很多久治不愈、术后发作的患者。

腰痛10年，终于找到疼痛“开关”
有这样的病例：10年前大腿根部开始疼

痛，一直当腰椎病、关节炎在治疗，针灸、推
拿各种方法都试遍了，但是收效甚微。2、3
年前出现跛行，年纪轻轻走个三五百米就不
行了，最后走个200米就需要休息。最近，
实在不堪忍受折磨的她，找到了全国颈肩腰

腿痛研究会副理事长沈锡山主任。
沈主任为患者进行了仔细的手诊检查，

在按压到患者“腰三”部位的突出处时，患者
痛得大叫起来，沈主任表示：“这里就是疼痛
的‘开关’了”。“开关”找到了，接下来就是对
症“治筋”。果然一段时间治疗后，患者的疼
痛明显减轻，走路距离也明显增加。

久治不愈？先从找准“开关”开始
临床上，很多人不知道颈肩腰腿痛是有

疼痛“开关”的。据统计，人体的韧带、肌肉、
肌腱等部位，也就是中医范畴的“筋”上共有
255个“开关”，西医称之为“扳机点”。但是
这些“开关”CT等影像资料往往难以显示，
这就导致治疗往往无法准确找到“源头”。
就像带兵打仗，只在外围打转，而无法找到
敌人的“老巢”一样。

沈锡山表示，找到“开关”就能精准定

位、靶向治疗，这时中医的手诊就发挥了关
键作用。沈主任师从金陵正骨大师张朝纯，
当年为了学习手诊技艺，不停练习解剖和锻
炼手指力量，他每天五个手指做俯卧撑半小
时，学了整整10年才出师，终于在中医骨伤
界闯出了一片天地。

中医“治筋”，帮你关闭疼痛“开关”
找到身体上的疼痛“开关”，就能像控制

电灯一样关闭“开关”，从而控制疼痛。“谭氏
筋伤”的学术带头人谭德福教授指出，“分层
治筋”就是关“开关”的秘诀。

对于“浅筋”采用定向透皮给药，达到
“药透病所”；对于难以治透的“深筋”采用高
频电火花治疗，就像钻地弹一样，直接穿透
深层的筋经，突破粘连的软组织，营养神经
根（摘自《高频电火花水针疗法》）。

找到“开关”、分层治筋关掉“开关”，这
样双管齐下，治疗颈肩腰腿痛可以“更精准、
治疗时间短、持续时间长”，有效解决了疾病
治疗过程中“久治不愈、反复发作、术后复
发”等难题。

9月10日（本周六），沈锡山主任为广大
颈肩腰腿痛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南京易可中医门诊
诊疗范围：中医骨科（颈肩腰腿痛）
咨询电话：025-84506642
地址：集庆门大街11号（集庆门大桥西
公交站台旁）
（宁）医广【2022】第01-26-023号（广告）

扬子晚报讯（记者 郭小川 石小
磊）9月7日上午，连接南通海门与苏州
太仓的海太长江隧道正式开工。这条
新的过江通道是世界最长的公路水下
盾构隧道，计划于2028年上半年建成
通车。建成后，将成为万里长江上长度
最长、断面最大、运行速度最快的水下
盾构高速公路隧道。

海太长江隧道是江苏“十四五”期
间重点推进的公铁复合过江通道、国内
首个公路双管和铁路单管双线盾构隧
道。此次开工的公路部分连接苏州太
仓市和南通海门区，距上游苏通大桥约

8公里，起自沪陕高速公路叠石桥互通
东约2.7公里与沪陕高速交叉处，止于
沪武高速公路董浜枢纽互通东约5.5公
里处，全长39.07公里。其中过江隧道
长11.185公里，北接线长15.724公里，
南接线长12.161公里。项目采用双向
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从海门南互
通立交至碧溪互通立交段，含过江段隧
道部分的设计速度为100公里/小时，
其余路段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

海太长江隧道采用全国首个超大
直径盾构预制拼装一体化建造，是世界
最长、中国断面最大的公路水下盾构隧

道，具有“长、大、高、深、险”的特点，堪
称“万里长江第一隧”。

海太长江隧道的建设，对贯彻落实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国家战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
布局，承担苏通大桥复线及过江交通分
流功能，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推进扬子
江城市群建设和跨江融合发展均具有
重要意义。

海太通道建成后，从海门10分钟
就可以跨过长江，半个小时就可以抵达
上海市中心，与上海、苏南将真正实现
同城化，将推动海门实现由“靠江靠海

靠上海”向“通江通海通上海”的根本性
转变。

记者还了解到，随着海太长江隧道
的开工，400多公里的长江江苏段上，
共有8条过江通道在建，其中包括4座
跨江大桥、4条穿江隧道。“十四五”期
间，江苏还将新建成
南京和燕路、建宁西
路、仙新路和龙潭、常
泰、江阴靖江等6座过
江通道，累计建成23
座，隔江相望的县（市）
均有过江通道连通。

世界最长、中国最大！海太长江隧道开工
建成后，海门到上海只需半小时；“十四五”末江苏将再添6条新过江通道

344个药品通过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初步形式审查

新华社电 国家医保局日前对
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初步形式审
查结果进行公示，共有344个药品通过
初步形式审查，通过比例为70%，申报
和通过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数量相较
2021年有一定增加。在通过率方面，
目录外药品比例为60%，目录内药品比
例为91%。

全球首次！
3座全球最大LNG储罐同步升顶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张琭 李艺婷 记者 范木晓子）9
月7日，在江苏盐城滨海港工业园区，3座单个面积约1个
标准足球场、重量近1200吨的LNG（液化天然气）储罐穹
顶通过气压托升至60米高的罐顶，这是全球首次3座27万
立方米LNG储罐同步升顶，标志着我国超大型LNG储罐
设计建造技术和项目管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跨越千里送光明！
国网江苏电力圆满完成援川保供电工作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黄蕾 陈诚 王振凯 黄飞英 记
者 徐晓风）9月6日，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获
悉，国网江苏电力驰援四川保供电的所有支援队伍均已安
全抵达江苏，标志着该公司援川保供电工作圆满结束。

8月以来，四川省遭遇历史罕见的高温干旱天气，电力
供应面临巨大压力。为优先保障四川民生用电，8月17日，
该公司第一时间紧急调集60名保电人员、12台应急发电车，
当天即驱车2000余公里陆续奔赴四川。据统计，该公司支
援队伍行程累计超过5.4万公里，发电时长达403.7小时，为
21处保障点6000余户居民生活提供了坚强的供电保障。

9月6日新增本土病例323例
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9月7日通报，9

月6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0例。其中
境外输入病例57例；本土病例323例（四川 85 例，西
藏 76 例，内蒙古 57 例，广东 42 例，北京 14 例，黑龙江
14 例，海南 13 例，山东 12 例，辽宁 2 例，江西 2 例，新
疆2例，重庆1例，贵州1例，陕西1例，青海1例）。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 1315 例，其中境外输入 68例，本土
1247例。

我国两种长臂猿野外灭绝

9月6日，在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
员会成立40周年暨2021年度工作会
议上，《中国灵长类动物濒危状况评估
报告2022》发布。报告显示，在过去的
几十年中，中国分布的白掌长臂猿、北
白颊长臂猿在野外均没有被监测到，符
合野外灭绝的标准。 中国科学报

沈德咏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新华社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
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十九届中
央委员，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
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咏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
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沈德咏开除
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
处分；终止其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收
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
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
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扫码了解
更多详情

9月7日，盐城滨海港工业园区，俯瞰液化天然气储罐
升顶作业现场 李根 徐斌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