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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收购老茅台酒 阜阳武亮老酒商贸有限公司
应老客户盛情邀请，再次走进成都

陈年老茅台 收购价格预估表
另 收 购

1999 年之前的
五粮液、洋酒、剑
南春、郎酒、安宫
牛黄丸、虎骨酒
以及各类高度白
酒。

以上价值为53度，单瓶全品相，不跑酒报价，跑酒与品相不好的价格另议
为了方便市民，也可以安排专业人员上门收购!

咨询电话：13305683194丁老师 15555871257丁经理

乘车路线：1路、48路、52路、55路、56路、56A路、61路、64路、98路、298路
等，到顺城大街南站下车即到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顺城大街88号银河王朝大酒店20楼2003号房间

活动时间：2021年3月24日—4月5日（早8点—晚6点中午不休息，周六日不休息）

广告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400元
2500元
2600元
2700元
2800元
2900元
3000元
3200元
3300元
3500元
4000元
4400元
4600元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994年

4800元
5000元
5100元
5900元
6000元
6500元
7000元
7500元
7600元
7800元
10000元
17000元
17500元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1988年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

18000元
18500元
19000元
19500元
20000元
21000元
22000元
25000元
26000元
27000元
28000元
29000元
30000元

1969-1950年
30万-100万

此电话长期有效

1980年
1979年
1978年
1977年
1976年
1975年
1974年
1973年
1972年
1971年
1970年

31000元
40000元
45000元
50000元
60000元
80000元
10万元
15万元
18万元
20万元
25万元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不必恐慌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

震荡走低，收盘下跌，你怎么
看？

答：市场周二全天震荡
走低，各股指下挫近1%，盘
面上资源股集体重挫，次新、
碳中和题材出现分化，北上
资金也净流出超70亿元。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50只，跌停
25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
再次失守5日、10日均线，两
市成交环比增加；60分钟图
显示，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
线，60分钟MACD指标再次出
现死叉；从形态来看，近几日
市场股指受成交低迷影响，
市场始终未能向上突破，各
股指始终围绕5日均线来回
拉锯，但低点并未下移，由于
横向震荡时长已有10日，短
期时间换空间已经快要进入
尾声，一旦各股指收复60小
时均线，则一波力度反弹可
期。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
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
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
减。综合来看，市场近期反
复磨底也为场外资金带来不
少低吸机会，不仅有前期超
跌的低估股，也有近期大跌
的成长股，种种迹象表明，资
本市场改革并未停止，投资
者大可不必恐慌。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
目前持有泽达易盛（688555）8
万股，华创阳安（600155）30万
股，今世缘（603369）3.8万
股，水井坊（600779）2.5万
股，光正眼科（002524）24万
股，康泰生物（300601）1.5万
股，用友网络（600588）5万
股，浙江龙盛（600352）11万
股。资金余额960874.6元，
总净值17686864.6元，盈利
8743.43%。

周三操作计划：康泰生
物、浙江龙盛、用友网络、今
世缘、水井坊、光正眼科、华
创阳安、泽达易盛拟持股待
涨。

胡佳杰

2021年春节前夕，四川省
银行业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以下简称“川银协消保
委”）牵头，全省20余家银行机
构一同参与，联合发出了《银行
适老化金融服务满意度问卷》。

63家银行网点参与，17200
名受访者反馈，28万组问卷数
据……3 月 23 日，问卷正式出
炉。通过这些数据“画像”，一
个“老年版金融服务愿望清单”
就此呈现。

“给差评”或因服务效率

调研数据显示，九成以上
受访者居住地附近都已设有满
足日常金融业务需要的银行网
点。在满意度选项上，近半数
受访者将支持票投给了“服务
态度好”这一选项。

通过对受访者年龄划分区
间进行分段统计，50岁以上受
访者选择“服务态度好”作为好
评依据的占比为50%；而60岁
和 70 岁以上占比分别为 53%
和54%，表明客户年龄层越大，
愈发将银行服务态度作为其好
评的依据。

另一方面，什么样的银行
网点会让老年客户“打差评”？
20%的受访者选择了与服务态
度有关的选项，剩下的 80%都
集中在“服务效率太低或排队、
等候时间过长”上。不难发现，
令绝大多数受访者“耿耿于怀”
的始终是服务效率。70岁以上

受访者以“服务效率”作为差评
依据的占比甚至超过半数。

近七成老人呼唤“银色柜台”

对“是否有必要开设老年
人专用柜台”的调研提问，有
68%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
且受访者年龄与选择“有必要”
的受访者占比呈现正态分布
——70 岁以上受访者中，近
80%选择了“有必要开设老年

人专用柜台”。
老年客群对“银色柜台”的

呼唤，在此次调研中变得愈发
清晰。对于金融服务适老化改
造进程中的银行机构来说，“银
色柜台”或将作为一种崭新的
服务场景，融入更多由老年人
自己做主的“银色元素”。

六成人希望保留传统柜面业务

面对“在银行柜面办理业

务时，您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这一问题，45%的受访者选择

“办理时间或流程太长”；其
中 70 岁以上受访者选择该项
的占比过半，似乎智慧银行
带给青年人生活便利时，老
年 人 前 面 还 有 难 以 跨 越 的

“数字鸿沟”。
那么，老年人是否真的能

接受效率更高的智能设备呢？
调研数据显示，仅5%的受访者
明确表示“不接受智能设备”。
也就是说，即便是老年群体，总
体上还是趋于接受现代智能设
备的运用。但同时，在“银行哪
类型服务最为必要”这一问题
中，有60%的受访者选择了“保
留传统柜面业务服务”，其中60
岁以上的受访者选择该选项占
比尤其突出。“我们不是不学
习，而是有点跟不上。我们不
是不接受，而是希望保留选择
的权利。”一位 70 岁的老人在
问卷中留言。

值得一提的是，谈及“使用
智能设备办理业务时最担心的
问题”，近七成受访者选择了

“看不清或看不懂操作界面”。
对此，川银协消保委某成员单
位相关负责人表示：“也许这才
是老年人在智能设备使用方面
的‘心结’。”这也提示银行应对
服务设备设施、操作界面等作
出适老化改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熊英英

□制图 杨仕成

我省首份金融适老化调研问卷出炉

近七成老年人呼唤“银色柜台”

2021年前3个月，A股市场
触及退市标准的企业已达 11
家。专家表示，随着注册制改革
的不断推进和退市新规的发布，
A 股退市效率不断提升，预计
2021年退市企业数量将大大增
加，A股配套制度将迎来进一步
优化。长期优胜劣汰的市场生
态下，优质龙头公司和成长企
业将更受益于资本市场改革；
同时也倒逼投资者增强风险意
识，学会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3 月 22 日，A 股两家企业
*ST成城、*ST宜生正式摘牌，
从A股市场黯然退场。值得注

意的是，这两家公司皆因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日
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而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且不经
历退市整理期。

同日，*ST 长城发布公告
称，公司股票已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决定终止上市，进入退市
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 2021
年 3 月 22 日，预计最后交易日
期为2021年5月6日。退市整
理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深
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根据公司公告，当前处于
退市整理期的上市公司还有天

夏退、退市秋林、退市工新，其
最后交易日分别为2021年4月
9 日、2021 年 4 月 26 日、2021
年 4 月 30 日。此外，据证监会
公开信息，康得新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即将进入最后阶段。

自2020年12月31日退市
新规正式发布并施行，迄今三
个月左右时间。记者根据同花
顺数据统计，今年以来，沪深两
市已有 11 家公司触发终止上
市情形，而2020年全年A股退
市企业数量为16家，创过去20
年退市数量新高。

今年A股企业退市也呈现

多元化态势，有*ST成城、*ST
宜生等的“1元退市”，*ST工新
财务数据不达标的“财务退市”，
*ST航通的主动退市，还有康得
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其中，“1
元退市”企业最多，年内有8家企
业触及“1元退市”标准。“这表明
A股市场的很多投资者已开始
学会用脚投票，这是一个了不得
的进步。”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
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退市
多元化态势的出现，显示出目前
A股市场退市制度正步入良性
循环，对于资本市场保持长期健
康发展意义重大。” 据新华社

今年前三月 已有11家上市公司触及退市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