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上周末开始，我对短期市场的
感觉就有些不太对劲，总觉得可能要
调整一下。

昨天，A 股果然大跌，沪指下挫
61.12点，以3043.03点报收，跌幅1.97%；
沪深300指数跌幅更是达到2.37%。更值
得注意的是，港资出现大规模净流出。

对短期市场感觉不妙，主要有两
方面因素。

一是首批受理的科创板申报企业
正式亮相，感觉前期热炒的影子股可
能会降温。结果，昨天北大医药、闽东
电力、复旦复华、东富龙、苏常柴A等
一批个股跌停。这对游资带来的短期
冲击比较明显。潮水退去之后，要重新
找到新的方向，可能需要一个过程。这
个过程，需要新的热点出现，那么市场
可能就会震荡一下了。

另一方面，上周五美股大跌也要
引起大家的重视。美股的大跌，主要是
由于3月期美债收益率和10年期美债
收益率倒挂引发，这一罕见现象，被认
为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前兆信号。上一
次发生在2007年，随后就出现了2008
年次债危机。昨天一大早，日经225指
数就大跌3%。随后，我国的港股市场
也跳空大跌，恒生指数下跌590.01点，
以28523.35点报收，跌幅达2.03%。

昨天，港资“暴走”，净流出规模超
过100亿元，令A股雪上加霜。这至少
说明港资对股市的短期看法不太乐
观。历史上，港资单日出现百亿级净流
出的情况只有不到 5 次。上一次出现
这种情况是去年10月8日，当时净流
出97亿元，当天沪指大跌104点，跌幅
高达3.72%，市场也一直跌到10月19
日，沪指跌到2449点后才止跌反弹。

市场如此下跌，比较伤人气。个股
普跌，但涨停个股数量还是不少，沪深
两市居然还有超过80只个股涨停，这
又有些让人感到奇怪。从热点来看，主
要是军工板块和工业大麻概念股表现
较强，而其他的热点，大多降温了。

接下来市场会怎么走？沪指会不
会调到 3000 点下方？我个人感觉，有
可能会往下去寻找支撑，但再往下走
的幅度，可能也就不会太大了。毕竟，
首批受理的科创板申报企业还没有正
式挂牌，如果在科创板正式登场之前，
行情就已经彻底结束了的话，场面就
有些尴尬了。（张道达）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A股大跌，港资“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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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声

声明·公告
●四川汇京福瑞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开具给曾春的机动车统一
销售发票（发动机号3116365，车
架 号 码 LVHFC1665K6116368，
发票号码01400416， 发票代码
151001822001， 金额129000元）
遗失作废。

●本人樊帛函，龚萍购买位于
成都市成华区峨眉山路369号4
栋10楼1号房的购房定金票据
遗失（票号0003648金额：5万，
票面日期：2019年3月17日）特
此声明作废。

●曾春持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交强险保单印刷号1951095083�
保 单 号 02195197320203320046�
30遗失。
●2019年3月22日朱马琼遗失身
份证513901198612131824。自遗

失起非本人使用造成后果，本
人概不担责，特此声明
●成都鼎瑞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
（051001800104，NO.37009533）
空白发票联，声明作废

●高新区木槿屋料理店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
00MA62NANJ47）正本遗失作废

●孟丽购神仙树大院四期65号
车位现金收据（收据号1237683，
金额202000元）遗失作废。

招 商
●奥门免安装麻将15608220565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昨日，记者从Faraday Future（以下简称“FF”）处获悉，FF与美国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九城（Nasdaq：NCTY）日前签署协议成立合资
公司，联手造车。FF与九城各占合资公司50%股份。

具体而言，九城向合资公司注资6亿美元，而FF则向合资公司
提供其他相关产权及资源，包括相关生产基地项目的注入。

资料显示，九城成立于1998年。2004年，九城取得《魔兽世界》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代理运营权。2005年，九城在纳斯达克上市。不
过，2009年《魔兽世界》的代理权转移给网易以后，九城进入低潮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接近本次交易的内部人士处获悉，除九
城自有资金之外，香港最大的投资银行AMTD（尚乘集团）和美国精
品投行Maxim（马克西姆集团）是本次交易的幕后最大金主，将为合
资公司的成立和运营提供资金支持。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四川省首只地方债券的票面利率
已确定为 3.31%。3 月 25 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根据四川省
财政厅的统一安排，这只债券将通过
工、农、中、建、交等五家商业银行销
售，个人认购起点为100元人民币，时
间为3月26日~28日。

按照财政部的统一安排，四川、北
京、山东等6 省市将开展地方政府债
券柜台销售的首批试点。3月25日，记
者从工行四川省分行获悉，本期债券
的票面利率已确定为 3.31%，高于同
期限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并享受免征
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
待遇。据了解，此次四川省财政厅通过
商业银行面向省内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发售的专项债券的金额为15亿元，主
要投资项目为土地储备，涉及全省17
个市（州）共62个项目。

记者获悉，本期债券的投资期限
为5年，每年3月29日付息，到期还本
和偿还最后1次利息。债券资金稳定，
信用评级AAA，信用风险低，个人投资
起点为100元人民币，持有到期即可获
得稳定收入。据介绍，债券上市流通后
可进行买卖，根据市场波动赚取差价，
如果急需用钱，也可办理质押贷款。

客户通过试点银行下属营业网
点，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可办
理认购。记者从工行、中行等金融机构
获悉，26 日的认购时间为 10：00~16：
30。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斌

100元起购
26日去买
四川首只地方债

3月22日，以“新时代、新动能”为主
题，由成都商报-红星新星主办的“2018
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2018 四川十大
创新企业”颁奖典礼在成都隆重举行。

2018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2018十
大创新企业代表、四川省社科院专家、高
校学者等近百人出席了本次颁奖典礼。

话创新
中国创新企业
呈现十大创新趋势

在颁奖典礼上，四川省社科院专家
盛毅、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袁正、闪送副总
裁杜尚骉、喜元科技副总裁夏涌等专家、
企业家就创新企业对我国经济的重要
性、相关行业的创新情况做了主题演讲。

盛毅称，目前世界上完成了二次
现代化任务的国家只有 10 多个，其共
同特征就是是以知识经济、创新型企
业为主体，产业结构位于世界产业体
系的塔尖。而中国的创新企业，则将呈
现出从模仿跟随创新转向自主创新、
从依靠自己创新转向联合创新、从低
强度研发投入转向高强度研发投入等
十大趋势。

袁正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
实现创新的人是企业家。在国内，做出创
新的民营企业家的名字更容易被人们记
住，“民营企业家容易被人记住，是因为
成功的数量太少，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创
业者，95%都失败了，这剩下的5%，是大
浪淘沙成长起来的商界精英。”

袁正认为，国家应该激励和保护企
业家精神。只要源源不断地有创业者冒
出来，即使大部分失败了，那些成功的企
业会引领整个社会走向进步。

盛典落幕 创新不止
颁奖！为“2018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2018四川十大创新企业”

有功成名就的有功成名就的

巨擘大腕
有声名鹊起的有声名鹊起的

商界新秀
有异军突起的有异军突起的

“独角兽”

2018年12月18日
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四

川十大创新企业评选活动启
动，广受关注
2019年1月22日

经过激烈角逐，四川十大
创新企业家、四川十大创新企
业诞生
2019年3月22日

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四
川十大创新企业颁奖典礼在
成都隆重举行

“中国创新企业从模仿跟
随创新转向自主创新、从依靠
自己创新转向联合创新、从低
强度研发投入转向高强度研
发投入……”

“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创业
者，95%都失败了，这剩下的
5%，是大浪淘沙成长起来的
商界精英。那些成功的企业会
引领整个社会走向进步。”

1、成都众象金服
2、睿乐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3、成都中科大旗软件有限公司
4、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
5、万物共算（成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成都微泰科技有限公司
7、四川科道芯国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泸州老窖养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9、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成都喜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闪送副总裁杜尚骉认为，人力成本越
来越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速递类行业，
必须要以创新的方式来对行业进行颠覆
性的改变。杜尚骉总结称，在此前的快递
市场，大多都是第二日达，都是默认用户
更加关注成本；而闪送针对的则是更加关
注服务品质的用户。也就是带着这样的定
位，通过不断创新的方式，再细分市场找
到了立足之地。据介绍，闪送目前在我国
已经拥有了60万人的快递员，为全国222
个城市的1.39亿用户服务。

喜元科技副总裁夏涌发言称，互联
网+电台的创新模式为音频行业带来了第
二春，2017年以来伴随知识付费和语音直
播迎来了爆发；此外，2017年11月9日，成
都市召开新经济发展大会，勾勒出新经济
发展蓝图，提出将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
区域带动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在这样的
背景下，喜马拉雅也通过在线下进行延展
创新，通过自身的创新努力不断推动着在
线音频行业的发展。

看创新
代表四川经济
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方向

2018 年 12 月 18 日，四川十大创新企
业、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评选活动正式启
动，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不少优秀的企业自荐或被举荐。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1 月 22
日，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四川十大创新企
业家正式诞生，它们中既有早已功成名就
的巨擘大腕，也有近年来声名鹊起的商界
新秀，更不乏异军突起的“独角兽”“瞪羚”
企业。

他们都为社会作出了较大贡献、在行
业拥有一定影响力、在创新发展领域极具
创造力以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取
得了成绩。

他们代表着四川经济加快发展、高质
量发展的方向，也是引领和实现未来发展
的新引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费成鸿 俞瑶
摄影记者 王勤

1、四川大源文创科技有限公司 CEO 左鹏
2、成都中科大旗软件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道华
3、成都睿乐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CEO 张睿睿
4、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向荣
5、成都数之联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傅彦
6、五粮液君临天下 总经理 袁野
7、四川科道芯国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琳琳
8、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陵江
9、闪送 副总裁 杜尚骉
10、四川良品铺子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刚

十大创新企业

十大创新企业家

注资6亿美元 九城与FF联合造车

十大创新企业家领奖

十大创新企业代表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