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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高端种植牙免费送

缺牙市民福利来了！本周六，种植牙团
购会优惠再升级，拨打健康热线028-96111
报名，0元免费检查牙齿，活动当日免费送瑞
士高端品质种植牙，邀你来领。

牙齿比你想象的重要
假设有人送你一颗钻石，前提是你要拔

掉你的大牙，你愿意吗？肯定不愿意，没有
大牙，享受不了美食，有钻石又如何，人生乐
趣都没了。口腔健康不容忽视，一旦牙齿缺
失，咀嚼的功能就丧失了，好的生活质量就
谈不上了，进入老年的日子就会很难过。

口腔普查：免费评估牙齿价值
了解自身牙齿情况是解决问题的第一

步。如果你有缺牙、牙松动、假牙不适、烤
瓷牙失败等牙齿问题，可拨打健康热线
028-96111报名参加0元口腔健康普查，
包含CT拍片检查、牙齿松动度、牙髓活力
测试在内的7项检查全免费。

本周六团购，免费送种植牙
恢复咀嚼，身体倍棒一直是缺牙人的

心愿。为让老百姓都能省钱省心看好牙，
种植牙团购会持续进行中。此轮种植牙团
购种2颗送1颗，更有机会获得免费瑞士高
端进口种植牙！本周六活动现场，选做ITI
种植体即可免费获得价值近2000元的牙
冠，不限颗数；种牙还送电饭煲、按摩仪、豆
芽机等好礼。

拨028-96111了解团购会具体优惠
及地址。前20名免挂号、CT、口腔医生会
诊等 7项口腔检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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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股龙头初现
乐视网（300104）：4月17日涨停。A

股市场上，乐视网的一举一动，总是市场的
焦点，其股票的活跃程度，也是排在前列
的。4月17日，该股再度涨停，全天成交
13.8亿元，换手率达10.14%。交易所龙虎
榜显示，买1为方正证券北京安定门外大街
营业部，买入10103万元，买2为中信证券
上海分公司，买入4460万元；买3为中投证
券杭州环球中心营业部，买入2223万元。

海航创新（600555）：4月17日一字板
涨停，连续2个交易日涨停。4月17日，海南
概念股分化，仅剩下5只涨停的，包括海航创
新、新大洲A、龙韵股份、钧达股份和粤传媒，
其中海航创新算是最强的，在涨停板上完成
的换手，它之后能否成为龙头呢？该公司主
营旅游地产业和旅游酒店饮食服务业。

安妮股份（002235）：4月17日跌停。
该股集合了多个概念，“福建本地股+博彩概
念+区块链+年报拟10转5”，4月10日至12
日曾连续3个涨停，其中后两个是一字板，然
而，由于涨停没有换手，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
4月13日全部砸出。4月16日，该股早盘涨
停，然而涨停板没封住，于是17日以-8.66%的
跌幅大幅低开，开盘仅一分钟就封住了跌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掘金龙虎榜

金属制品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2个行业资金净流

入，其中金属制品、工艺商品等行业资金净流
入居前。59个行业资金净流出，其中软件服
务、电子元件、医药制造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4只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光环新网（300383）光环新网是业界

领先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主营业务
为云计算业务及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IDC
及其增值服务)等互联网综合服务,是北京
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服务商之一。17日
获机构净买入3519万元。

傲农生物（603363）公司主营业务包
括饲料、生猪养殖、兽药动保、原料贸易等
核心产业,并搭建了猪OK猪场管理信息化
系统,以下游客户养殖数据为基础,协助下
游客户获取银行融资支持等全方位服务。
17日获机构净买入786万元。

数字认证（300579）公司是国内领先
的信息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包
括电子认证服务、安全集成和安全咨询及
运维服务。17日获机构净买入417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逆市净流入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震荡走低，收

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尽管外围市场表现良好，市场却继

续调整，盘面上，安防、工业互联、国产软件
等板块，因中兴通讯停牌事件导致跌幅居
前，虽然午后指数一度企稳，但因突发贸易
摩擦消息最终导致股指尾盘继续跳水。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仅19只，跌停24只。技术
上看，4连阴的走势，不仅让上证50指数再
度刷新近期低点，也让沪深股指失守所有
均线，而沪指日线MACD指标再度死叉；60分
钟图显示，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及60小
时均线，且60分钟MACD指标呈死叉状态；从
形态来看，近期市场构筑的平台遭遇破位
风险，不过下方仍存支撑，如沪指收盘位置
在前期低点附近，深成指也是跌至前两次
低点连线位置，创业板指下面也有60日均
线支撑，且上升形态尚未破坏。期指市场，
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增加，各期指合
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略有缩减。综合来看，
消息面的不确定性是近期市场走势反复的
首要原因，不过沪深港通资金近一月却逆
市净流入244亿元，值得关注，而连续调整
下错杀个股依然有低吸机会。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南山
控股（002314）24万股，工大高新（600701）
11万股，启迪桑德（000826）3万股，南玻A
（000012）11万股，信息技术（159939）35万
股，人工智能（161631）35万股，丝路视觉
（300556）2万股。资金余额2465811.46元，
总净值7734111.46元，盈利3767.06%。

周三操作计划：工大高新、启迪桑德因
重组停牌，南山控股、南玻A、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拟持股待涨，丝路视觉拟先买后卖
做差价降低持仓成本。 胡佳杰

“川商返乡发展可以共享新
时代治蜀兴川生动实践的机遇。”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
强认为，四川有六大机遇或者是

“红利”正等待着川商投资兴业。
一是转变生产方式，持续优化经
济结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
的红利；二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发展现代农业，把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
的总抓手，推进四川由农业大省
向农业强省跨越的红利；三是精
准脱贫，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
战，将贫困地区变为四川经济发
展腹地和动力的红利；四是推进
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四川，把良好
的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的红

利；五是多重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在四川叠加的红利；六是四川布
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红利，如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产
业、通用航空业、新材料产业、生
物产业、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产
业、数字创意产业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白兰 摄影 肖雨杨

川商代表畅谈返乡之路
全球川商两年投资四川近2000亿元

4月17日，在以“弘扬川商精神·共享发展机遇”为主题的2018年川商返乡发展大会上，来自境内外的
数百位川商代表济济一堂，共话家乡发展大计。其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四川力世康现代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乙嘉等知名川商发表精彩观点，讲述他们心中的川商返乡之路。四川省川商总会会长刘
永好表示，“两年多来，川商已经累计促成投资项目30多个，投资总额接近2000亿元。”

一方面利用川人出川带动川
货出川，川商总会汇聚全球
100多个川籍上会网络，要
把这个渠道把握好，多做些
事；另一方面，利用川菜出川，
把四川的农产品带出去。

——刘永好

作为四川省川商总会会长，刘
永好在川商返乡发展大会上表示，
川商总会首要的职责是凝聚川商。

“我们定位为全球近300万川商的服
务者、凝聚者和引领者，努力汇聚同
心同向的川商力量，将代表性、引领
性的优秀川商发展到我们的总会里
面。同时，扎根四川，定位美好四川
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不断激发川商
服务国家、建设四川的强大动能。
在全国省级四川商会积极落实扶贫
任务和责任，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刘永好表示，“两年多来，川商已经
累计促成返乡投资项目30多个，投
资总额接近2000亿元。”

此外，川商总会定位“大开放、
大合作”的支持者和践行者，努力构
建四川走向世界、连接全球的桥梁；
积极贯彻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川货
出川”战略，推动川货、川字号品牌
走出去。“一方面利用川人出川带动
川货出川，川商总会汇聚全球100
多个川籍上会网络，要把这个渠道
把握好，多做些事；另一方面，利用
川菜出川，把四川的农产品带出
去。”刘永好介绍，川商总会专门成
立了川菜专委会，通过会员企业的
力量培养专业川菜人员、制定川菜
标准，将川菜色香味、四川调味品推
向全国，全球推广。

此外，作为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还表示，新希望将在四川投
资一批引领性的百年产业集群。农
业方面，坚持走现代农业之路，满足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医疗方
面，计划在川投资10亿元布局高端
医院，发力智慧医疗产业；城市建设
方面，积极投身城市功能建设。同
时，投资孵化一批新经济独角兽项
目，在川创立金融科技组织。同时，
刘永好还极为看重人才的培养，“在
川配套实施相应的表彰计划，比如
新希望的百、千、万人才计划，将会
在新金融、新科技领域发展、培育和
储备全球顶尖的人才。”

在新时代，我们会继续努力
探索，让这里成为产村相融
的乡村振兴示范基地，真正
实现让土地充满希望、让鲜
花开满村庄、让乡亲们过上
甜美生活。

——蒋乙嘉

在川商返乡发展大会上，力世
康董事长蒋乙嘉则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讲述了返乡十年来的巨大收获。
今年59岁的蒋乙嘉，生在四川、长
在四川，“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很简
单，就是从农民到军人到创业者再
到回归农民。”蒋乙嘉说。

1997年，经历了20年军旅生
涯后复员的蒋乙嘉放弃了安置，选
择下海创业。从沈阳到北京、从长
春到内蒙古，十年艰苦创业后他拥
有了自己的企业与不菲的积蓄。
2007年，蒋乙嘉回到家乡遂宁市蓬
溪县拱市村，衣锦还乡的他看到家

乡荒废的水塘、破旧的房屋，越看越
不是滋味。“家乡是我最牵挂的地
方，我左思右想最终做出了返乡的
决定。”蒋乙嘉说，返乡后他将所有
的积蓄1300余万元陆陆续续都投
入了家乡的建设，为家乡修建了公
路、机耕道、堰塘、储水池、活动中心
……

基础设施建设只是蒋乙嘉为振
兴家乡所做的第一步，在他看来，还
要采取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农村专
业合作社、实现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等措施，才能最终让村域经济拥有

“造血”能力。十年时间证明了蒋乙

嘉眼光的正确性，今天的拱市村是
远近闻名的幸福新村，山上开满了
特色花卉千叶佛莲，山下蔬菜、水产
养殖等产业红红火火。村民们也从
最初的被动建设变为主动参与，越
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开始返乡创
业。

“十年来，我们的村民人均年收
入从2300元左右提高到2017年的
15000余元。在新时代，我们会继续
努力探索，让这里成为产村相融的乡
村振兴示范基地，真正实现让土地充
满希望、让鲜花开满村庄、让乡亲们
过上甜美生活。”蒋乙嘉说。

下一步广东四川商会还将
积极倡导搭建粤港澳大湾
区四川商会联合会新平台，
进一步拓宽“川货出川”、
“川货出境”的渠道。

——王开庆

“广东四川商会成立于2003年
3月,是全国第一家异地四川商会,
也是全国第一家省级异地商会。”王
开庆说，目前广东四川商会共有
4300余家会员企业，是最早提出

“回川兴业、反哺家乡”的异地商会
之一，也是最早倡导商会抱团发展、
整体转移的异地商会之一。

目前，从广东返乡企业家在川
投资重大项目已超过20个，投资金

额超过200亿元。西部牛仔城、南溪
四通物流园等重大项目先后落地，
积极推动了地方发展。其中，由22
家广东四川商会会员企业共同投资
建设的宜宾南溪项目，更是创造了
商会抱团返乡发展的“南溪模式”，
成为川商返乡投资的项目典范。

“水是故乡甜，月是故乡明。”王
开庆说，下一步广东四川商会还将
积极倡导搭建粤港澳大湾区四川商

会联合会新平台，进一步拓宽“川货
出川”“川货出境”的渠道，并在
2018年商会成立15周年活动上举
办“第一届泛珠三角四川商会合作
论坛”，以推动家乡社会经济的全面
发展。这次会议结束后,广东四川
商会成员们还将组团到天府新区、
绵阳、宜宾等地区考察，争取与家乡
政府达成更多的合作意向，与四川
共同成长进步。

四川省川商总会会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利用川人、川菜带动川货出川

四川力世康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乙嘉：

全部积蓄1300万投入家乡建设

广州川商实业发展公司董事长王开庆：

广东返乡川商在川投资金额已超200亿元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

六大红利正待川商投资兴业

如何操作？
央行将分两步：第一步，从2018年

4月25日起，下调上述几类银行人民币
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第二步，在
降准当日，持有未到期MLF的银行，各
自按照“先借先还”的顺序，用降准释放
的资金偿还其所借央行的MLF，降准
释放的资金略多于需要偿还的MLF。

释放资金数量？
央行称：以2018年一季度末数据

估算，操作当日偿还MLF约 9000亿
元，同时释放增量资金约4000亿元，大
部分增量资金释放给了城商行和非县
域农商行。

为何定向降准？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部分

金融机构降准以及置换中期借贷便利
(MLF)的操作，主要涉及的这几类银行
目前存款准备金率的基准档次为相对
较高的17%或15%，借用MLF的机构
也都在这几类银行之中。其他存款准
备金率已经处在较低水平的金融机构
不在此次操作范围。

为何置换中期借贷便利？
央行表示，当前，我国小微企业仍

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为了加大
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可以通过适当
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置换一部分央
行借贷资金，进一步增加银行体系资金
的稳定性，优化流动性结构，同时适当
释放增量资金。

货币政策是否改变？
央行强调，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

向保持不变。此次降准释放的资金大
部分用于偿还中期借贷便利，属于两种
流动性调节工具的替代，而余下的小部
分资金则与4月中下旬的税期形成对
冲，因此，在优化流动性结构的同时，银
行体系流动性的总量基本没有变化，保
持中性。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是发展
中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仍需保持
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中国人民
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引导货币信贷和
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为高质量
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
货币金融环境。

对股市有何影响？
记者统计了从2014年以来，定向

降准和全面降准之后5个交易日、30个
交易日以及90个交易日，上证综指和
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整体来看，定向降
准后市场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而
全面降准后，市场在短期（5个交易日、
30个交易日）大概率上涨，但长期来看
并无明显的规律。

从过去几次定向降准的背景来看，
一般是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有通
缩的风险以及外汇占款下滑等问题出现
时，主要属于政策微调，其影响力度和范
围小于全面降准。此次央行通过定向降
准一方面可以对冲目前市场的流动性压
力，但同时由于并非全面降准，因此不会
给市场传达较为宽松的流动性预期。

整体来看，降准对于市场的影响并
无绝对的统计规律，更大程度上或影响
风险偏好，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降准
短期形成提升风险偏好的可能。但中
期来看，更需要关注中长期金融去杠杆
政策的落地情况。
综合新华社、《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降准释放4000亿元资金 货币政策保持不变
央行对部分金融机构降准置换中期借贷便利

4 月 17 日，时隔半年之后
央行再次宣布定向降准，

下调部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
备金率1个百分点,这些金融机构
将使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偿还其所
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
分析称此举可释放4000亿增量资
金。

今年 3 月份易纲正式接替周
小川出任央行行长，本次降准也
是新任央行行长履职后第一次实
施降准等大型货币调节动作。

央行网站4月17日晚间消息
称，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银行体系
资金的稳定性，优化流动性结构，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2018 年 4
月2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
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
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
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同
日，上述银行将各自按照“先借先
还”的顺序，使用降准释放的资金
偿还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
(M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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