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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中老人缺牙没有办法享受美
食，不仅是老人自己生活受影响，子女们
看着日渐消瘦食欲不振的老年人也忧心
忡忡。老年人又怕种植牙贵给孩子添加
负担而闭口不提，今天蓉城爱心单位来
造福蓉城市民了！“春牙”计划已启动，近
期 ，市 民 朋 友 纷 纷 拨 电 话
028-86969110报名，想参与领取特价
2800元的种植牙名额和价值2800元的
爱牙家庭年卡。

种植牙福利，
让价格不再是“拦路虎”

本次优惠针对牙齿缺失、无牙、缺
损、松动、假牙想换种植牙、烤瓷牙失败
等市民：

1、进口种植牙只要2800元，含基台
和牙冠。

2、全口/半口种牙可领取厂家援助
1万元。

3、报名可领取价值2800元的五人
家庭爱牙家庭年卡：儿童：一年不限次儿
童涂氟、窝沟封闭；全家免费拍片；补牙/
普通拔牙/根管治疗1颗（3选2）；一年2
次洁牙/人（总共10次）；全线项目8.5
折。

种植牙，告别十年缺牙苦
种植牙稳固牢靠，保护牙槽骨和邻

牙的同时，还可恢复口腔咀嚼90%以

上，正常维护种植牙可陪伴缺牙人一辈
子。更重要的是，种植一颗牙仅需15分
钟左右，解除十年的缺牙苦，啃排骨嚼干
果。正是因为种植牙具有创伤小、恢复
快、使用寿命长等优势，成为了缺牙患者
的优选修复方式。

告别活动牙，种植牙可用40年
在过去，活动假牙和烤瓷牙是缺

牙常见的治疗方案，但反映假牙弊端

的市民越来越多。而种植牙咀嚼力媲
美真牙，护理得当可使用40年甚至更
久，缺哪颗种哪颗，对邻牙无损。半
口、全口缺牙的市民，种植2颗/4颗可
恢复。

口腔医生提醒：牙齿一旦缺失，需立
即修复，否则会加快牙槽骨的萎缩！想
参与种植牙援助、领取种牙金的市民请
拨028-86969110报名。

“春牙”计划启动，全城招募缺牙者
现场赠送2800元家庭爱牙卡 一起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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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记者从成都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联合
主办的“科创板上市高峰论坛”上获悉，
截至目前四川共8家企业已提交IPO申
请，其中1家向上交所申请科创板首发
上市。全省53家办理了辅导备案企业
中，有5家企业拟于科创板首发上市。

具体来看，8家已提交IPO申请的企
业中，7家企业申报传统板块首发上市，
目前处于证监会审核状态；苑东生物向
上交所申请科创板首发上市，已被上交

所正式受理。此外，全省53家企业办理
了辅导备案，其中48家拟于传统板块首
发上市，5家企业拟于科创板首发上市，
分别是秦川物联网、百裕制药、四方伟
业、欧林生物、先导制药。预计二季度
将陆续有3至4家企业向上交所提交科
创板首发上市申请。

会上，四川证监局、成都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就科创板上市企
业申报条件、监管要求等重点、热点问
题进行解读。

据了解，目前成都已构建全市科创
板上市企业分级资源库。初步确定10
家左右“科创板种子企业”、30家左右

“科创板重点企业”和100家左右“科创
板基础培育企业”的金字塔形三级企业
资源库。由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
计师事务所专家组成的成都市科创板
上市服务专家团名单（第一批）已随科
创板上市培训活动向企业公布。

未来，对于上市申请被上交所受理
的企业、在科创板首发上市企业以及对

IPO的保荐机构或团队都将给予奖励。
成都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罗

峰建议，对于拟申报科创板企业，要明
确发展战略，理解资本市场及科创板基
本要义；同时，选择专业中介机构，合理
制定积极稳健的上市计划；主要负责人
要牵头推进，与监管机构进行良好沟通
及合作，以及按专业方式进行规范和申
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实习生彭俊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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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机打压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震荡走

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没有北上资金的参与，尽管

周末有利好，但市场稍稍高开便一
路震荡走低，盘面上银行、地产、保
险重挫拖累上证50指数跌幅居前，
仅猪肉、氢能源、石油板块有所表
现。截至收盘，两市涨停55只，跌停
10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出现阴
包阳走势，双双失守5日、10日均线；
60分钟图显示，两市均失守了5小时
均线，60分钟MACD指标也出现死叉，
此外还失守了最关键的60小时均
线，这标志着短期市场再度转弱；从
形态来看，之前笔者提到市场直接
冲击3288点，必须量能配合且力度
要强，但周一北上资金休整，以目前
量能去冲击新高，显然适得其反，最
终只能导致更强的调整，因此，主流
资金在这个位置借机打压权重股，
让市场多震荡一些时日，想必也是
具备中线思维的，况且笔者之前也
反复强调在沪指没有突破3288点
前，是没有任何系统性风险的。期
指市场，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
加，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略
有增加。综合来看，周二市场下跌
空间有限，操作上仅需适当控制仓
位即可。

资产：周一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
南玻A（000012）30万股，六国化工
（600470）30万股，华工科技（000988）4万
股，大冶特钢（000708）4万股，鄂尔多斯
（600295）6.5万股，东湖高新（600133）
13万股。资金余额3690715.21元，总
净值9720765.21元，盈利4760.38%。

周二操作计划：南玻A、六国化
工、华工科技、大冶特钢、鄂尔多斯、
东湖高新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股指期货大松绑！
A股又玩“狼来了”

4月19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股指期货交
易运行促进市场功能发挥》的监管
新规后，许多投资者都高呼“狼来
了”，市场要调整了。

但实际上，中金所只是对原本
压制已久的股指期货进行松绑，恢
复正常交易而已。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中国金融
期货交易所进一步调整股指期货交
易安排：一是自2019年4月22日结
算时起，将中证500股指期货交易保
证金标准调整为12%；二是自2019
年4月22日起，将股指期货日内过度
交易行为的监管标准调整为单个合
约500手，套期保值交易开仓数量不
受此限；三是自2019年4月22日起，
将股指期货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
调整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三点四
五。

此次调整是进一步优化股指期
货交易运行、恢复常态化交易管理、
促进市场功能发挥的积极举措，有
利于进一步满足投资者风险管理需
求，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
市场，促进产品创新，更好满足各类
投资者的需要。

上述措施实施后，中国金融期
货交易所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加强市场风险监测与交易行为监
管，积极完善监管制度，确保股指期
货市场安全平稳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整之前股
指期货限制分别为：中证500保证金
30%；日内交易手数上限单个合约
20手；平仓手续费万分之六点九，此
次新规之后股指期货交易迎来大幅
松绑。

支持股指期货会导致股票下跌
的人士认为，股指因为具备杠杆的
特征，能够以小博大，还有做空的功
能，自然对股市的下跌难辞其咎。

但是反对者认为有许多原因都
会导致股市下跌，同时因为交割机
制的存在，如果疯狂做空，最后在交
割时约定的价格低于现货价格太
多，那么做空者反而会出现亏损。

对于股指期货松绑的消息，前
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
为，中金所进一步放松了股股指期
货交易限制，这是让股指期货回归
正常化重要一步，有利于活跃市场。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特别是
对冲基金来说，需要通过股指期货
来对冲市场波动风险，可以吸引更
多的参与者，这起到活跃市场的作
用，同时呢，有利于机构进行套期保
值，从而有利于促进整个A股市场
的发展，衍生品市场也是一个重要
的对现货市场的有效补充。虽然股
期货市场可能加大了短期市场的波
动，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大量套利
者的存在，反而可能会是熨平市场
的波动，从单边市场转向，这也是A
股市场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的第一
步。 据第一财经日报

消息面上，政治局会议对于“房住不
炒”的再次定调以及住建部对部分房价
波幅较大城市进行预警提示，被业内视
为导致此次地产股大面积走弱的主因。

据悉，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召开
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并就当
前经济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要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落实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城市政府主
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制。

而据新华社4月19日报道，近期住建
部会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2019年第
一季度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开展了专题
调研。从调研情况看，房地产市场总体
保持平稳，住宅销售平稳回落，房价基本
稳定，市场预期趋于理性。但部分热点

城市住宅销售回暖、土地市场热度回升，
需引起高度关注。按照稳妥实施房地产
长效机制方案确定的月度分析、季度评
价、年度考核的要求，住建部对2019年第
一季度房价、地价波动幅度较大的城市
进行了预警提示。

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表示，上述
楼市调控方面的表态对于整个地产行业
来说，都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利空，22日早
盘地产股的大面积下跌，其实也是对行业
利空的最直接反映。“调控政策对房地产
市场影响最大，中央再次强调‘房住不炒
’，意味着在‘因城施策，分类指导’的过程
中，中央可能要祭出‘杀威棒’，去找回各
个城市的市场健康与房价稳定，让地方政
府负起主要责任来。”郭毅如是说。

53家川企进入上市辅导期
5家拟于科创板上市

受益于一季度经济
超预期等因素刺激，A股
房地产板块从2月开始
走出一波“小阳春”行
情，板块内上百只个股
跑赢大盘。不过，受日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
住建部方面最新表态影
响，地产股4月22日大
面积走弱行情，截至收
盘，中体产业、荣盛发
展、首开股份跌幅超过
7%，中南建设、万科A、
华侨城A、粤泰股份、金
地集团等也下跌6%以
上，保利地产、我爱我家
等也下跌了5%以上。
同花顺房地产开发指数
下跌2.41%，下跌幅度
居行业板块前列，整天
净流出70亿元。

“小阳春”
或到头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
政策收紧预期的加强，多位
行业专家指出，今年的“小阳
春”至此或将“到头”。

郭毅分析称，政策层面
对房地产市场加强管控，一
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此前不
同城市出现的“调控松绑”现
象可能会告一段落，与此同
时，也会对楼市的成交量产
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从
全国层面来看，针对企业端
的‘小阳春’局面，确实可能
会面临着放缓，甚至是终结
的效果。”

由此，郭毅预测，基于不
同城市的不同市场现状，考
虑到地方政府后续对于楼市
政策的收紧，或者在调控执
行尺度上的渐趋严格，各地
的楼市表现可能会呈现一定
差异。“有的城市可能在短期
内作用较为明显，有些城市
则可能需要一个更长周期的
消化。预计在三到六个月的
时间内，政策收紧预期的加
强对市场的抑制作用会逐渐
明显地显现。”

“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势
短期看政策，中期看政策，长
期还是看政策。”在中原地产
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看来，一
季度部分市场出现“小阳
春”，主要在于信贷政策的宽
松，而从现在看，最近的政策
有可能逐渐开始平稳收紧。

“首先，一季度超过预期
的经济形势，给了房地产调
控收紧空间，部分城市‘小阳
春’可能遇到政策约束。其
次，消息面上，分类指导也带
来了更多的监管，未来房地
产调控将以‘地方主导、住建
部与中央指导’为主。未来
不排除有部分城市政策调
整，但地方主体责任要求房
地产市场平稳的大原则不
变。”张大伟补充道。

除了大盘因素外，另有
专家称，房企的经营基本面
同样重要。“毕竟企业的业绩
好、有利润，股票会表现的好
一点。”同策研究院首席分
析师张宏伟表示，近期市场
的确有所复苏和回暖，但利
空政策对整体市场走势影响
较大，最终会反映到资本市
场层面。当前监管层对楼市
调控再定调，加之大家对于
今年的市场预期并不乐观，
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房企对
于今年房地产市场的悲观预
期。

不过，易居研究院智库
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认
为，虽然“小阳春”的走势或
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政策
层面也不见得会完全打压，
打压的主要是一些不规范的
市场交易，所以房企也不用
过于悲观。

综合北京商报、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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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以来，受一季度经济超预
期等影响，A股房地产板块在前期出现
一波大涨行情。数据显示，1-3月房地
产开发投资额同比增长11.8%，3月单
月同比增长12%，仍处高位。一季度经
济不错的预期也反映在地产股票上。
据Wind统计了今年2月1日至4月21
日，按证监会行业划分为房地产业个
股的股价表现。根据数据，大名城、市
北高新、荣丰控股三只个股均以超过1
倍的涨幅，居A股房地产个股股价涨幅
前三位，大名城更是以累计涨幅高达

175%雄踞榜首。数据显示，2月1日至
4月21日上证综指累计涨幅为26.55%，
在地产股中，自今年2月1日至4月21
日，上百只个股跑赢大盘。在此期间，
房地产板块指数累计上涨幅度则达到
42.21%。

不过地产股这波行情在4月22日嘎
然而止。

22日，房地产板块内共140只个
股，除去停牌的个股5只，共有113只股
票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占比达到
83.7%。

地产股的“小阳春”

消息面利空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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