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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 12 月开始，大盘持续放量震荡

上行，两融余额持续攀升。 1 月 10 日，上交

所公布了最新融资融券标的名单。 与去年

10 月 18 日公布的名单相比，新名单中包括

了 59 只 ETF， 较上一版的 50 只 ETF 数量

明显增加。在新标的名单中，华夏基金旗下

两只科技类 ETF 华夏 5GETF 和 AI 智能

ETF 同时被纳入其中。 当科技已成为推动

经济发展的逻辑主线之时， 两融标的中科

技类 ETF 的增加，显然是这一大趋势的体

现。

要成为两融标的，对 ETF 的规模和流

动性均有着较高要求。公开资料显示，华夏

5GETF 是境内首只 5G 主题 ETF， 一直备

受资金追捧，自去年 10 月 16 日上市以来，

场内成交额和基金规模持续攀升， 目前规

模已超 72 亿元，是市场上规模最大的科技

类 ETF， 日均成交额近 5 亿元。 AI 智能

ETF 虽于去年 12 月才成立，但上市后也迅

速获得投资者青睐， 规模和日均成交额持

续攀升。

“年纪大了， 爬两步楼梯就喘得不

行，提个什么东西都费劲……”“我原来

是广场舞的领舞，上周一个转身的动作

就把腰给扭伤了， 现在还在家里躺着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骨质开始

流失，骨头也变“脆”了，腰酸背痛、骨折

等现象发生在身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骨质疏松症居中老年五大疾病

患病率之首

骨质疏松症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

的骨密度和骨质量下降， 骨微结构破

坏，造成骨脆性增加，从而容易发生骨

折的全身性骨病。

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调查显示，全

世界50岁以上人群中，女性骨质疏松症

患病率约为1/3，男性约为1/5，且趋势

开始年轻化。

2018年首次中国居民骨质疏松症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骨质疏松症已成我

国中老年人群的重要健康问题，50岁以

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 中

老年女性骨质疏松问题尤为严重，50岁

以上男性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6.0%，女

性患病率则达到32.1%，65岁以上女性

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更是达到51.6%。

调查还发现，我国低骨量人群庞大，40~

49岁人群低骨量率为32.9%，50岁以上

人群低骨量率达到46.4%， 是骨质疏松

症的高危人群。

国家卫健委表示，我国居民对骨质

疏松症认知普遍不足，骨质疏松症的发

生与基础骨量积累和年龄增大后骨量

流失密切相关。

预防骨质疏松就是“补钙”吗？

领钙入骨成关键

专家指出， 骨质疏松需要补钙，但

补钙不是无限制地补得越多越好。 研究

证明，钙进入人体后，在维生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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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

助下，从小肠吸收进入血液，血液中的

钙容易“迷路”，有两种不同的沉积途径:

一是沉积到骨骼和牙齿这些正确的部

位，二是错误地沉积到心脑血管、肾脏、

关节软骨等其他器官组织，造成这些部

位的钙化和功能衰退。 例如钙沉积在血

管，不但骨质疏松没有得到缓解，还容

易造成血管钙化， 进而引发动脉硬化、

冠心病等心血管问题。

要让血液中的钙不“迷路”，精准进

入骨骼、 牙齿等人体所需要的部位，需

要维生素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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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领。 现代医学证实，维

生素K

2

具有调节钙离子沉积、并将错误

部位所沉积的钙离子移除的双重功能。

维生素K

2

可有效激活基质谷氨酸和骨

钙素两个蛋白，既减少血液中的钙向血

管等软组织沉积，又能抓住这些钙向骨

骼“精准迁移”，促进骨形成。

维生素K

2

对于骨骼和心血管健康

的意义已得到了许多研究与临床的验

证。 发表在中国骨质疏松杂志的一项研

究显示，184名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经

过一年的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后发现，适

量维生素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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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促进成骨活性、降低

破骨活性等。 2004年公布的鹿特丹研究

也显示，通过长达十年的观察，有4473

名没有心肌梗塞历史的参与者，那些每

天摄入高水平的维生素K

2

（MK-7）的参

与者，在冠心病、动脉钙化及死亡率方

面都显著减少50%。

荣获诺贝尔奖的维生素K

2

，要

注重额外补充

很多人都不知道维生素K

2

，它是维

生素K家族中的一员， 是体内多种蛋白

质活化必需的维生素， 具有促进骨形

成、抑制骨吸收双重功能，对人体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1928年，丹麦生物化

学家亨利克·达姆在“小鸡胆固醇代谢”

研究中意外发现并命名一种可以防止

出血的物质“维生素K”,1939年美国化

学家多伊西分离出维生素K

1

和维生素

K

2

，并发现了两者的不同。 1943年，为表

彰他们的发现研究贡献，授予了诺贝尔

生理学及医学奖。

维生素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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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是在日本被批准作

为骨质疏松症治疗药物， 而后在美国、

欧盟等国都逐步被批准可作为食品强

化剂。 2016年，我国也正式把维生素K

2

（发酵法）

列入到了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中，成为营养强化剂新品种。

传统的补钙方式主要解决了钙摄

入和吸收的问题，但无法保证血液中的

钙元素去到它们应该去的地方———骨

骼。 维生素K

2

领钙入骨，刷新了现有的

补钙观念，让钙不“迷路”、补得到位，有

助于骨骼健康和心血管健康。 补钙新年

代，补钙同时更要注重补充维生素K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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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为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国民消费特

征及消费趋势， 近日国内财务管理

App 随手记联合新华网、 搜狐网、

柔宇科技、 Boss 直聘等媒体和企业

推出了 《2019 年国民花钱数据报

告》。 该报告基于随手记 2.2 亿用户

记账大数据， 从国民收支情况、 花

钱对象、 消费场所、 支付方式等维

度， 对国民的消费特征进行了全方

面的解读。

赚得多≠存得多

报告显示，60 后到 00 后之间各

年龄段居民年人均收入与支出成正

比，赚得多的人，花得也多。 70 后为

所有年龄层中收入最高的一代人，年

人均收入达 30.92 万元， 其次为 60

后及 80 后， 分别为 28.80 万元和

25.58 万元，90 后的年人均收入为

10.05 万元，00 后年人均收入为 1.28

万元。

而 70 后年人均支出为 18.42 万

元， 是所有年龄层中支出最高的一

代，为高收入高支出的“双高”人群；

跟着的是 60 后 15.57 万元，80 后

13.69 万元，90 后 6.20 万元，00 后

1.63 万元。

90后成“宠物奴”

在对每个月花钱类目最高的统

计中， 每个年龄层表现也很不一样。

报告显示，60 后及 00 后每个月花在

自己身上的钱最多， 人均分别为

1981 元、433 元，60 后也被称为最“放

纵不羁爱自己”的一代；70 后每个月

的大头支出都在子女身上，人均消费

为 2633 元；而“上有老，下有小”的

80 后， 每个月在子女身上的开销高

达 3763 元，是所有年龄层中“养娃”

压力最大的一代人，每个月固定支出

的奶粉、纸尿裤、早教、早托费等费

用，让娃成为掏空 80 后钱包的“吞金

兽”；90 后则支撑起了宠物经济的半

边天，每个月花在宠物身上的钱高达

1352 元，“吸猫撸狗”正成为 90 后的

“生活支柱”。

在各年龄层最常光顾的消费场

所的统计上，44.5%的 90 后最爱网

购，61.5%的 80 后爱逛商场，60 后消

费场所较为单一，70.6%的人最常去

餐厅消费，而 70 后则可能是“最潮”

的一届中年人，43.9%的人喜欢在网

上买买买。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

越来越舍得在医疗保健上下血本。报

告指出，各年龄层中，80 后在医疗保

健方面的年人均支出中遥遥领先，高

达 7796 元， 而 90 后年人均支出为

5008 元，70 后为 2811 元。 相比于 80

后的“惜命”，90 后更爱“面子”。 数据

显示，90 后是所有年龄层中最爱买

化妆品的一代人， 年人均支出高达

9927 元。

报告还显示，2019 年国民人均

人情消费为 11216 元，人情往来的支

出金额占人们日常开支总额的 12%，

比重首次超过了“衣食住行”中行车

交通的比重。“中国是个讲究人情来

往的国家，近年来在互联网及商家的

助推下，人情往来的支出已成为人们

一笔不小的开销。 ”随手记相关负责

人表示。

你的骨骼亮红灯了吗？ 领钙入骨成预防关键

养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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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胶囊三大优势

机构报告显示：

90后支撑起了宠物经济的半边天

华夏5GETF和AI智能ETF

携手入围两融标的

●

源自优质纳豆菌，深层液态发酵

养生堂维生素 K

2

软胶囊优选纳豆发酵中的优质菌种，遵循自然规律，把控

发酵时间和温度，通过深层液态发酵技术，释放纯净的维生素 K

2

。

●≥98%

高纯度，全球优质进口原料

严选全球优质原料，来源于欧洲进口≥98%的高纯度维生素 K

2

，品质符合欧

盟食品安全体系 FSSC 标准。

●

全反式

MK-7

，高活性维生素

K

2

MK-7 是维生素 K

2

的黄金标准，且反式立体结构才具备活性，养生堂维生

素 K

2

采用全反式立体结构 MK-7，每一颗都是高活性的维生素 K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