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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球衣
女足球员开起烧烤店

如何提升投资者信心
□谭浩俊

【如何保住投资者信心，并通过一定手段、采取一定措施，修复投资者信心指数，就成为当前股市最为重要的
方面。
只要投资者信心不全失，只要投资者对市场还认可，下跌就不会构成灾难。
】
面对美股出现的暴跌，虽然投
资者都做好了 A 股将大跌的思想准
备，但是，当最终结果出现以后，绝
大多数投资者还是难以接受。毕竟，
美股的暴跌是建立在连续十年牛市
的基础之上，A 股则是一直处于低
迷状态，任何暴跌都会伤筋动骨。
值得注意的是，仪器仪表、通信
设备、国产软件、计算机应用、芯片
概念、苹果概念、5G 等科技板块跌
幅居前。一定程度上，也与美国发动
的贸易战持续升温有一定关系。因
为，美股暴跌，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
国债收益率上升、美联储加息，深层
次原因则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
升温，投资者避险情绪升高。
毫无疑问，此次暴跌，对投资者
信心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原本以为，
前几天的小幅反弹，能够给投资者

信心带来一定提振。
谁知晓，
投资者
尚未从小幅反弹中理顺情绪，就被
暴跌挨了一次重重的闷棍。
而从昨日市场的实际情况来
看，虽然下跌幅度很大，且跌破了
2638 点的前期低点，
但是，
从成交量
看，
两市都不是很大，
沪市只有 1700
亿元，
深市也只有 1885 亿元，
与股灾
时动辄数千亿相比，
应当属于地量。
一方面，可能与股市的长期低迷，
多
数投资者保持低仓位，没有更多的
抛售量有关；另一方面，
则可能与投
资者心态有关，暴跌带来的更多是
心理恐慌，而非情绪恐慌，
没有形成
心理和情绪一起恐慌的格局。
所以，
抛售的冲动不是很强，投资者信心
也没有完全失去。会不会形成抛售，
关键就要看未来一段时间股市的表
现了。如果股指继续下挫，
不排除出

现心理与情绪一起恐慌的现象，从
而让投资者完全失去信心。
也正因为如此，如何保住投资
者信心，
并通过一定手段、
采取一定
措施，
修复投资者信心指数，
就成为
当前股市最为重要的方面。只要投
资者信心不全失，只要投资者对市
场还认可，
下跌就不会构成灾难。
笔者认为，
让市场稳下来，
是最
核心的问题。
首先，
“国家队”
护航。
要
从今日起，
迅速进场，
布局深跌板块，
防止这些板块继续下跌，避免形成
恶性循环。因为，在此次深跌的板
块，科技板块是重要方面。而科技板
块受贸易争端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需通过一定的手段提振投资者信心。
其二，
机构投资者跟进。
虽然下
跌的风险很大，
但是，
估值也已经到
了比较低的水平，有利于机构投资

者投资。
所以，
应当动员机构投资者
行动起来，配合“国家队”做好市场
信心的稳定和提振工作。
第三，
企业回购。
动员有实力的
企业实实在在地进行回购，
吸引投资
者关注，
并在吸引中提振投资者信心。
第四，
放慢IPO速度。
此时此刻，
不能再用新股发行刺激投资者，
尤其
是发行量较大的新股，
必须停止，
避
免分散资金，
分散投资者注意力。
第五，
出台利好政策。
虽然这是
一件比较无奈的事，但在特殊情况
下，
出台相关政策还是需要的，
比如
税收政策，
此时是否可以考虑。
总体上讲，
面对困难的局面，
应
当共同努力，
共同应对，
共同保护投
资者信心，
提升投资者信心指数。
信
心不散，市场不乱。信心一散，市场
必乱。

刘俊（左）和樊月正在厨房里准备菜品
曾经的两位职业女足运动员，
怎么会在成都开了一家烧烤店？樊
月和刘俊想了想，
都笑了，
自己也不
知道，
反正说要开就真的开了。
从买菜、穿菜、码料、烧烤，
到招
呼客人、结账收银、打扫卫生，老板
是她们，
伙计也是她们。
2017年10月8日，
绵阳江油，
绿茵
场上，
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
樊月脱下球衣，
露出里层白色T恤，
背
面手写着6个字：
“感谢江油球迷”
。
这
是29岁的樊月的谢幕战，
正式告别效
力11年的四川省女子足球队。
一年后，樊月的身份从职业女
足队员变成了烧烤师傅。和她搭档
的，是曾经同在安徽女足效力的队
友刘俊。刘俊比樊月大6岁，她俩还
先后效力过四川女足。

A

从队友到朋友
樊月是安徽人，现在一口标准
的四川话。2005年，全运会结束，因
未能出线，安徽女足解散。2006年，
热爱足球的樊月只身踏上了到成都
的火车，进入四川女足。在四川，从
18岁到29岁，几乎是一个职业运动
员的运动生涯的巅峰时期。最好的
成绩，是拿过2009年“足协杯”的第
二名。
2016年，樊月在成都买了房，除
去贷款还款，
所剩不多。
随着年龄的
增长，樊月成为了老队员。
“ 明显感
觉到，身体恢复没有那么快了。2017
年，
全运会前夕，
已经参加过四次全
运会比赛的樊月想好了，
准备离开，
于是，
有了江油赛场上，
脱下球服致
谢的一幕。
刘俊刚念初二就进入了四川女
足，直到2004年因伤痛退役。
“ 那时
候还是想争口气嘛，
想证明下自己，
就到了安徽女足。
”与樊月不仅成为
队友，还成为了好朋友。大6岁的刘
俊只在安徽踢了8个月，随着安徽女
足2005年解散，她也告别了自己的
职业生涯，
回到了成都。
回到成都后，21岁的刘俊开始
找工作。卖过衣服，做过汽车、装修
公司的销售人员，
最长的一份工作，
是在一家4S店做了2年的配件管理
员。工资最低的时候，一个月只有
1000多元，要还房贷、养孩子，压力
大得让刘俊曾经敲着脑袋喊头痛。

黑色周四
千股跌停

A 股三大指数昨日创四年新低

原因揭秘
外盘大幅下挫
特朗普“甩锅”美联储
外盘大幅下挫，
截至收盘，
纳斯达克指数
大跌4.08%，报7422.05点，创7月3日来最低；
标普500指数下跌3.29%，创2月以来最大跌
幅，报2785.68点；道琼斯指数下跌3.15%，跌
逾830点，报25598.74点，创8月16日来最低。
欧股全线收跌，德国DAX指数收跌2.21%。
黄金小幅上涨，美油布油双双收跌逾2%。
市场恐慌情绪蔓延，恐慌指数VIX涨破
21，为4月11日以来首次突破20整数位心理
关口。
美股暴跌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美联
储“疯了”，重申货币政策过紧。就在美股暴
跌前一天，他刚刚指责美联储加息步伐过
快，并称美国经济没有通胀问题。
对于美股大跌的原因，联讯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李奇霖表示，直接原因在于美债上升
太快，引发了基金的调仓行为。此外，美国目
前正处于中期大选时段，有消息称民主党可
能把持众议两院。而如果民主党把持两院，
那么后续美国财政刺激难以为继，对于美股
企业盈利产生不利影响。
大同证券策略分析师刘云峰认为，美股
已持续相当长的一段上涨时期，目前出现下
跌是正常现象，只是因为美国资本市场在全
球经济中地位较高，因此蝴蝶效应更加明
显，并不意味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
国金策略认为，导致美股下跌有四大原
因。一是，美债收益率维持在多年来的高位，
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忧。二是，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共和党之争，带
有不确定性。三是，彭斯发表“美国对华政
策”言论，市场担忧中方或采取强硬应对措
施，实际上全球经济体均是中美贸易摩擦受
损者。四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莉突然辞
职，引发市场各种猜测。
对于后市，
国金策略认为，
美股上市企业
基本面强劲与企业自发大规模回购仍是其自
身运行的核心优势；对于A股，短期受亚太股
市拖累影响，
预计A股指数有望先抑后扬。

专家分析

10月10日，
美股遭遇“黑色星期
三”，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大幅收跌。
受美股大跌影响，
10月11日，
A股三
大指数开盘大跌，平均跌幅约3%，
沪指跌3.04%，报2643.07点，跌
破2638点的“熔断底”，午后跌破
2600点，
盘中最深跌幅超6%。深指
开盘跌3.22%，
报7753.03点；
创业
板 指 数 开 盘 跌 破 1300 点 ，跌
3.53%，报1299.17点，昨日深成
指、中小板指及创业板指均跌逾
6%，
创四年新低。两市超1800只个
股跌超9%，上千股跌停，上涨个股
仅60余只，
平均涨幅不到1%。
截 至 下 午 收 盘 ，上 证 综 指 收
报2583.46点，下跌142.38点，跌
破 2600 点 整 数 关 口 ，跌 幅
5.22%，成交额1700.6亿元；深证
成 指 收 报 7524.09 点 ，下 跌
486.60 点 ，跌 幅 6.07% ，成 交 额
1885.6 亿 元 ；创 业 板 指 收 报
1261.88 点 ，下 跌 84.82 点 ，跌 幅
6.30%，成交额537.9亿元。
港股恒生指数低开3.1%，下
破26000点，截至发稿时，恒指报
25389.63 点 ，跌 幅 3.01% ，创 15
个月新低。
盘面上，两市行业、概念、地域
板块全线飘绿。行业板块平均跌幅
超5%，其中通信设备、仪器仪表、
其他电子3个版块跌幅超9%，跌
幅居前；跌幅较小的板块为银行、
家电、食品饮料、煤炭、建筑等，银
行版块跌幅最小，为5.06%。概念
板块平均跌幅超4%。其中互联网
彩票、语音技术、共享单车、无人零
售等8个概念板块跌幅超9%，跌
幅最小的超级品牌为4.3%。地域
板块方面，西藏概念板块表现最
佳，跌3.96%。

市场下行源自于美股影响
长期还是看好A股市场
10月11日，多家研报和
券商机构纷纷发表研报和
评论。
中邮证券指出，
在目前A
股市场资金面格局偏紧的情
况下，限售股解禁规模的大
幅飙升难免会导致市场资金
供给失衡，四季度国内资本
市场资金面或有承压风险。
预计短期内弱势格局难改。
财通证券认为，美股大
幅下跌，短期可能降低A股
的风险偏好，利空A股。但是
长期来看，
美元升值的放缓，
可以给国内留下更大的政策
空间，
利好A股基本面。
资深投资人则纷纷表示
长期看好中国市场。基岩资
本副总裁岑赛铟认为，A股
与外盘的相关性较弱，节后
行情不能简单类推。A股在
更开放和更正规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获得了国际资本市
场的普遍认可，基岩资本仍
将长期看好中国市场。
巨泽资本董事长马澄表
示，从大周期看，A股当前位
置处于中长期的低估值的底
部区间，技术加假期外围利
空合力下的调整，整体上不
改变大盘低估值、底部震荡
筑底的格局，中长期坚定看
多A股。
多位经济学家与投资分
析师均表示，
此次市场下行主
要源自于外盘，
尤其是美股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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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高新区中和酱香兔藤椒鱼特
色火锅店原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510198020004520） 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 谷 雨 社 保 卡 卡 号 AA2176455
于2018年10月10日不慎遗失，特
此声明。

从老板到小工
退役后，樊月马上加入一家俱
乐部当教练，从装修公司辞职的刘

国庆期间，
针对缺牙、牙有问题
者进行了做牙援助，数百名市民通
过电话报名获得了免费种植牙、免
费口腔检查等实实在在的帮助。近
日，一部分市民反映因外出旅游或
有事耽搁，
没享受到做牙福利，
希望
自己能获得。
电话报名，
即享种植牙补贴
为让更多人能获得帮助，种植
牙爱心补贴持续发放中。
明日，
补贴
现场限量送免费种植牙、种植牙补
贴为 500-2000 元抵用卡。
现面向全城招募，
单颗缺牙、半
口全口缺牙、牙松动、残根牙等市
民，请拨打 028-69982575 报名。另
可享免费口腔筛查，
每日限 30 名。
假牙不好用，
优选种植牙
种植牙以其耐用如真牙、舒适
美观，稳固，咀嚼
有力，
保护得当使
用期 40 年以上等
优势，
成为缺牙者
的优先选择，
打电

微信号:
miumiu19890815

●刘世新遗失坐落武侯区九康
四路282号1层成房权证字第008
4748号房产权属证书声明作废。
●贵州泉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财
务章遗失，特此声明。
●编号851，金额为人民币401425
元，收款人为爱美高房地产（成
都） 有限公司， 交款人为王小
波、黄瑞的收据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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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慢慢转凉，烧烤店的生意
也差了一些。
几乎每天，
樊月都会跟
刘俊说，太累了，休息一天嘛。刘俊
笑一笑，喊她再坚持坚持。从6月开
店到现在，只有国庆假期才停业休
息了一天。
虽然很累，但樊月和刘俊都知
道，
既然开了店，
就要坚持下去。
尽管开烧烤店，
但每周四，
樊月
和刘俊还坚持着去附近的幼儿园给
孩子们上课，
“ 本来是不想带了，但
园长信任我们，说就认准我们了。”
每个月，队里的朋友们还会在一起
踢一场比赛，
无论多忙，
樊月从来不
缺席。
刘俊则因为左脚伤病，
许久不
曾下场。
烧烤店是营生，
而足球，
是一辈
子的热爱。10月10日，烧烤店的开门
时间推迟到了晚上9点。和朋友们组
队参加的比赛要踢第三场了，穿上
球鞋的樊月踏上了她从不曾远离的
绿茵场，
和朋友们并肩作战。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王勤

明日，免费送种植牙

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

QQ号: 2413397691
847451695

从足球到生活

缺牙痛苦，假牙不好用

86511885 86621326

●闫若婷2016年9月22日出生,
出生证编号Q350265211遗失作
废，（母亲：熊霞53213019950906
0728，父亲：闫彬5130301991032
06418）特此声明。
● 史 强 512930197110201534、
何 小 燕 512930197402261547 红
花巷片区棚户改造项目内，红
花巷103号2单元4楼2号房屋补
偿安置合同遗失。

责编 李东 美编 陈亦乐

跌，
不是A股本身的问题。
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总经
理杨德龙表示，对于A股，短
期内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
考虑到A股市场在之前已经
出现了提前的下跌，而A股
估值处于历史底部，与全球
股市估值相比A股处于最低
端。所以美股的大跌对A股
只有短期的影响，A股已经
完成了探底的过程，现在进
入到触底反弹的阶段。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大霄则表示，美国大跌源
自于国债 收益率的大幅 上
涨，也是长达十年的上涨聚
集的风险集中爆发，风险集
中在高科技股之中，全球股
市不可避免受到影响。A股
之前已经提前调整，蓝筹股
估值已经具备一定的防守能
力，
科技股比例较低，
这次影
响有望低于美股。注意集中
在优质低估龙头股票进行防
御。上证50前期低点2331点
有望形成一道坚强的防线。
好股票无需恐慌。他提出了
三项应对建议。
第一，
要采取
稳定市场的政策来稳定投资
者的情绪；
第二，
有必要说明
是，这次市场下行是源自于
美股下行，而不是A股本身
的问题；
第三，
要动员稳定市
场的力量来援助A股，呼吁
多方面都应该采取对策。
成都商报记者 吴丹若

俊，
也回归到足球教练的行列。
俄罗斯世界杯前的一次聚会
上，
预计到时看球吃烧烤的人多，
两
人决定开一家烧烤店。
“ 说风就是
雨”，5月，樊月交了学费去学烧烤，
刘俊则张罗着盘下了离家不远的一
个门面。
门店看上去十分简单，但不失
整洁，
开这个店，
几乎花光了两个人
的积蓄。剪成小花盆的易拉罐装着
各色的塑料小花儿，店里的墙上挂
着有樊月、刘俊当时球衣号码的球
服，其中一件上还有不少现役队友
的签名。
6月9日，烧烤店开张了，正赶上
了世界杯，
生意还不错。
很少有客人
知道，老板是两位职业女足队员。10
月1日，武侯区双安东巷，下午4点，
樊月捧着面碗，匆忙吃着当天的第
一顿饭。每天晚上6点营业，凌晨2点
收摊，一大早又要去买菜、备菜、炒
料，
实在太累了。
樊月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自己会
穿梭在菜市场，
跟大爷大妈一起
“抢”
新鲜菜；
也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
天，
会拿起菜刀，
跟特别难切、
又要切
得厚薄均匀的珺肝打交道。
退役多年
的刘俊倒是得心应手一些，
包揽了除
了烧烤以外的所有的活，
招呼客人、
点菜、
算账、
打扫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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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69982575 咨询的人也越来越多。
种植牙可缺哪颗种哪颗，不伤
邻牙，微创种植，几乎无痛苦。也有
经济实惠的方式可选择，即种植 2
颗/4 颗恢复半口/全口缺牙，创伤
小、恢复时间短，
还能节省开支。
现场发放种牙、
做牙补贴
1、明日共免费送两颗种植牙，
需先打电话报名登记
2、明日缺牙市民到现场后，可
立即领取 500-2000 元不等的种植
牙抵用卡，
每人 100%可领取到
3、电话预约享全家免费三维立
体口腔疾病筛查，
全额免费
4、特享拔牙一颗 8.8 元（智齿除
外）、进口树脂补牙一颗 58 元。
补贴报名电话：
028-69982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