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股市场还在沉睡，但就在昨
日（9 月 5 日），一个离我们很近的
地方，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市场，
却已看到了牛市的身影，这个市
场就是港股市场。昨日，恒生指数
（HSI）大涨 382.85 点，以 23649.55
点报收，涨幅达 1.65%，创下了去
年 8 月以来的新高。同时，恒生国
企指数（HSCEI）大涨143.69点，以
9830.57点报收，创出年内新高。

在昨日“道达号”（微信号：
daoda1997）早评文章中达哥曾指
出，上周五海外股市大涨，预计昨

日 A 股存在跟涨的可能。谁知，A
股昨日这种跟涨与没跟涨的区别
不大。倒是一江之隔的港股，俨然
让我们看到了牛市的景象，让人
眼馋不已。为什么说港股似乎已
经进入牛市？今年2月恒指低点在
18278 点，而昨日已达到 23649 点，
累计涨幅高达30%。恒生国企指数
累 计 涨 幅 还 要 略 大 一 些 ，达 到
31%。港股市场半年时间指数涨幅
达 30%，难道不能说是进入了牛
市？其实，今年 7 月以来港股市场
表现一直强于 A 股。同时，不论恒
指还是国企指数，早在7月就已成
功站上年线。正因为如此，此前达
哥 也 在 道 达 号（微 信 号 ：dao-
da1997）中反复提到过，要密切留
意港股的表现，尤其是国企指数
的表现。那么，在这波强势上涨

中，港股市场哪些个股是行情上
涨的推动者？

一方面，银行股持续走强，对
指数的带动非常明显。同时，港股

“股王”腾讯控股昨日更是再创历
史新高，且以 19822 亿港元的市值
超过中国移动，成为全亚洲市值最
大公司。另一方面，在深港通推动
下，港股不少中小市值的公司近期
涨幅也非常大。昨日不少港股涨逾
15%，甚至超过20%，很多都是只有
几十亿港元的小公司。

为何港股行情如此之好？港股
进入牛市对 A 股又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在达哥看来，港股之所以表
现这么好，一个原因是市场整体估
值偏低。截至8月底，恒指平均市盈
率为 11.42 倍，国企指数平均市盈
率为7.52倍。港股创业板的平均市

盈率有57.1倍，而深圳创业板平均
市盈率则有77倍。“水往低处流”这
个道理大家都明白，随着深港通开
通日期逐渐临近，必然有越来越多
的内地资金流入估值洼地，提升港
股估值。

港股中小市值股被列入深港
通范畴，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也恰
恰是此前沪港通所不具备的。要知
道，有很多质地很不错的公司在港
股上市，比如腾讯，但还有一些互
联网领域优质小公司也是能吸引
中小投资者参与投资的重要原因。
而且，港股的交易规则灵活，比如
T+0、不设涨跌幅限制，也是部分A
股投资者梦寐以求的。

以前港股市场总体还是以机
构定价为主导，一旦今后内地越
来越多的中小投资者进入港股市

场，那么港股市场必然将发生变
化，港股市场的机构“大鲨鱼”似
乎已经张开嘴巴，提前推高股价，
等待“小鱼儿”流入池塘。可以预
计的是，未来AH股的价差将不断
缩小。而港股如果持续走牛，虽不
一定能推动A股强势上行，但却有
望形成A股底部逐渐抬高的效应。
所以，近期虽然 A 股始终涨不上
去，但跌也跌不下来，或许就是受
这一因素的影响。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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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杭州峰会无疑是
当前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峰
会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引
起各方关注。而在资本市场
上，这样的关注还可能带来
财富。每经投资宝（微信号：
mjtzb2）记者注意到，目前A
股部分“G20概念股”似乎也
进入兑现期，比如，凭借为
G20晚会提供“唯一指定用
琴”，珠江钢琴（002678，收
盘价13.77元）昨日市值半日
里就多出2.6亿元。

G20的钢琴
弹出这只个股2.6亿元红包行情

珠江钢琴昨日发公告称G20晚会的钢琴由他们提供，该公告发出后其股价猛涨

豪礼相送 免费贷款
就在个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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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答谢客户对个贷中心一直以来
的信任与支持，9月个贷中心推出免费
大放送活动——免费办理信用卡即送
pos机，更多好礼可拨打028-86658844
申请。真真正正的免费，尽在个贷中心！

个贷中心为企业发展、自主创业提
供贷款支持，急需贷款的个人和企业拨
打电话028-86658844，或者直接去体
育场路2号成都银行4~7楼，天府广场
旁。申请银行贷款都有机会享受无抵
押、额度高、银行利息低至3厘、放款快
的贷款产品，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
■无抵押社保/公积金快速贷

最新推出的无抵押轻松办贷款，
想要贷款的朋友可凭借每月工资放大
60倍来办理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
通过单位购的社保公积金做放大贷，
还可用个人保单做放大贷款，将年缴
保费放大60倍，可同时受理多张保单。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只要贷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
房、全款车、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
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银
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就可放款。

个贷中心推出了包括信用、保单
贷款、不动产抵押、车贷等组合方式的
多种贷款品种。可做到贷款利息3厘，
且不抵押您任何东西。还款方式多样，
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
何利息。一次办理，可终身反复使用。
■车贷2小时放款

针对车抵贷，一般当天就能申请
到贷款，且月息仅为8厘。个贷中心推
出新政策：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
及装过GPS的车都可以申请。

张女士急需25万生意周转，因欠
货款未到位，直接将车开到个贷中心，
在信贷经理掌握详情后，为她安排评
估师，30分钟左右就解决了资金问题。
■信用违约个贷帮忙

征信记录不良，影响多个方面。当您
信用卡无法正常归还或贷款临近到期
时，拨打个贷中心电话：028-86658844
我们帮你解决后顾之忧。

只要您想贷款，不管有无抵押，我
们都将为您办理最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贷款、工商、资质升级，企业一站
式服务，就在个贷中心。

郫县安龙水环境教育中心

干细胞科普教育中心

原来成都有这么多新奇又特别的科普基地原来成都有这么多新奇又特别的科普基地

带娃感受科技神奇
这些地方可以去

那些俘获了孩子们的心的动漫到
底是如何制作的？在成都大学就藏着
这样一个动漫体验中心，孩子们不仅
可以近距离接触动漫，还能在老师的
带领下，了解动漫背后的原理，体验动
漫的制作流程，解开孩子对动漫人物
的诸多好奇！

参观须知：仅接受团体预约，同时
可容纳20~30人参观。

地点：成都大学5号专家楼（成都
市外东十陵上街1号）

费用：免费

郫县安德镇安龙村有一个安龙
水环境教育中心。教育中心复原了一
座川西传统水碾坊，配备了环境教育
的相应设施，倚水而立，在展示川西
农耕水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培养孩子

“知水，爱水，护水”的环保理念。这里
的各类设备：生物显微镜、水质检测
仪、观鸟望远镜……都非常吸引孩子
的关注。

参观须知：安龙水环境教育中心仅
接收团体预约，同时可容纳30~40人。

费用：800元（包含团体讲解费、
管护费、陪同农户误工补助）

地址：成都郫县安龙村

2郫县安龙水环境教育中心
知水源，方知水之贵

1成都大学数字动漫体验中心
揭开炫酷动漫世界的秘密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在四季的更
迭中，天气也随之不断地变化着。风云
变幻的天气到底是如何被预测的？阴晴
雨雪的天气变化背后，又有什么关联
呢？不如，带孩子走进成都信息工程大
学气象科普基地，和孩子一起走访这里
的观测场、气象专业实习台，聆听气象
讲解员的讲解，孩子们将认识到各类气
象设备的运作过程和作用，并且透过它
们对气象的变化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分
分钟解开天气的“预报”之谜！

参观须知：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气象
科普基地仅接收团体预约，同时可容纳
20~80人。

费用：免费
地点：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

学院内

曾经发生过的地震带给了人们太
多创伤，而孩子们是否知道一旦灾难来
临要如何保护自己？是否知道地震的原
理到底是什么？在成都崇州市街子镇的
西南首个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成都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4D影院、
地震模拟体验区、地震灾害区、地震知
识区、防震减灾区、避震训练体验区、结
语区等不同区域，在模具、影像、声光电
等现代化手段的配合烘托下，让孩子们
在仿如游戏氛围中了解到生命的厚重，
掌握避震逃生的技能。

参观须知：参观者可自行前往，也
可以接收团体预约，同时可容纳100人。

开馆时间：周一闭馆，周二至周日开馆，
营业时间9：00~17：00，16：30以后不可入馆。

费用：免费
地点：崇州街子味江大道北段462号

3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气象科普基地
探索风云变幻的科学依据

4成都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崇州馆
再现地震场景，增强危机意识

每当听到“科学”这个词，家长和孩子
们通常会觉得与这个词相关的是冷冰冰的
机械、机器人、电子仪器……孩子和“科学”
之间，似乎总是有些距离感。一说到带孩子
去见识科技的神奇，似乎只有科技馆、天文
馆可以选择。团长想说，你真的让孩子错过
了太多神奇！成都就有不少新奇又特别的
科普基地，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去开阔眼界、
增长见识，在这些地方，科学完全可以给孩
子一场又一场炫酷而有趣的盛宴！

孩子们对于自然界中的各种
动物都有着好奇心，动物园、熊猫
基地一定是成都孩子必去的动物
科普地点。此外，成都还有一个我
国最大、亚洲第二的两栖爬行动
物主题科普展馆——中科院的成
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科普
馆，除了日常所见的种种小动物，
孩子们在这里还能见识到小巧的
平胸龟，露出森森白牙的扬子鳄，
长了十根胡子的蛙。讲解员将向

孩子们传递野生两栖爬行动物保
护工作的重要性，让孩子了解自
己在自然界中的角色和责任。

参观须知：可接待个人参观，
团体参观需提前预约，同时可容
纳30人。

开放时间：每周六下午14：30~
17：30

收费：免费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九号

没有电，世界一片黑暗。谁能
想象，“不插电”的情况下，黑暗的
世界会如白天一样熠熠生辉呢？
新力光源的“LED光体验中心”是
西部目前唯一该领域的体验馆，
科技爱好者可以体验夜晚“不插
电”情况下稀土材料依然能照亮

世界的玄妙。
参观须知：仅接收团体预约，

同时可容纳100人。
开放时间：工作日按需开放
费用：免费
地址：高新西区新达路2号

成都商报记者 王霞

你是否知道，千百年来在分
娩过程中废弃的脐带血竟然藏着
大功效？在集科研开发、临床应用
研究、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西部地
区最大、国内一流的干细胞基地
——四川新生命干细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干细胞科普教育中心，
你可以了解脐血造血干细胞及脐
带间充质干细胞制备工艺流程，
参观脐带血干细胞洁净实验室、
HLA组织配型室、细胞培养中心
及冻存库，探索生命“基因密码”。

5成都干细胞科普教育中心
探索生命“基因密码”

6中科院成都生物所两栖爬行动物科普馆
带孩子去看看不寻常的动物

7新力光源体验中心
体验“不插电”照亮世界的玄妙

参观须知：预约开放，只接受
团体预约，可同时容纳100人

开放时间：预约开放
费用：免费
地点：成都市金牛区金泉路

15号

10岁男孩爱喝可乐
除了前牙全部蛀坏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口
腔科副主任左渝陵向记者介绍，
孩子一般从5~6岁开始换牙，到12
岁左右换牙基本结束。这时出现
的问题有龋齿（蛀牙）、牙列不齐，
牙龈炎、牙外伤和口腔反复溃疡、
地图舌等。其中，龋病是数量最多
的疾病。

蛀牙最严重会怎样？在左医
生的印象中，曾有一个10岁的小
男孩明明（化名）就诊，左医生发
现娃娃的口腔里除了前牙，基本
上都有龋坏，而且有不少龋坏发
生在牙龈附近，呈片状。虽然娃娃
的妈妈告诉医生，孩子每天刷牙
两次。但在医生看来，没有达到刷
牙的效果。据了解，明明没有嗜好
糖类的习惯，但是有大量喝碳酸
饮料的习惯。左医生介绍，碳酸饮
料造成的龋坏有专门的名词，叫
可乐龋。多发于牙龈边缘，连续累
计数颗牙齿，龋坏不太深，但面积
大，治疗起来很麻烦。

出现龋病的原因，大多因为
不会正确的刷牙或进食过多的糖
类。左医生介绍，由于龋齿的早期
没有症状，孩子需要养成定期看
牙医的习惯；同时，娃娃需要在家
长的监督下掌握正确的刷牙方
法，定期涂氟或使用氟泡沫，六齡
牙长出来后及时做窝沟封闭；早
期龋坏可以做微创治疗，不至于
磨出一个大洞再补。总体原则是
早预防，早治疗，自己的口腔健康
习惯最重要。

娃娃牙齿不整齐？
那是因为吃得太精细

而紧跟在蛀牙后面，最常出现

的问题就是娃娃牙列不齐。左医生
介绍，这除了遗传的原因，更多是
因为现在的饮食结构过于精细，使
上下颌骨的锻炼不够，导致换牙时
颌骨没有足够的位置容纳不了新
换的牙齿。

对此问题左医生拆招给出解
决方案：如果牙齿的排列与遗传
不相关，就是根据情况制定治疗
方案；非遗传的，与饮食结构有
关，需要多吃粗粮，多锻炼上下颌
骨，使它们有足够的成长发育。非
遗传的，还与不良习惯有关，比如
吮手指，伸舌或玩舌头，咬铅笔，
口呼吸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影
响。此外，在换牙期间，不注意口
腔局部的清洁，导致乳牙早失，造
成恒牙不能顺着乳牙原先的位置
更换。同时，孩子还要整合适的饮
食结构，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定
期到牙科检查，有不良习惯或问
题早期解决。左医生提醒，牙列不
齐现在可以早期矫治，不见得都
需要12岁以后，换牙全部结束以
后才行。

左医生总结道，根据第三次
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显示：我国5岁儿童的乳牙患龋率
为66%，12岁儿童的恒牙患龋率达
到29%，均处于世界较高水平。在
1.8亿的青少年统计中，患有龋齿
者有9312万。未治疗率分别高达
97.1%（5岁）、88.9%（12岁）。

又讯 自9月6日-9月11日“寻
找最美笑容”爱牙主题儿童摄影作
品展征集开始啦，要求摄影作品的
题材为人物笑容，且笑要露齿，人
物不限。摄影作品需原创，作者要
为4-10岁儿童。照片直接上传成
都儿童团后台，同时通过微信对话
框注明“最美+孩子姓名+年龄+学
校。”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娃娃蛀牙、牙不齐？
别急，专家来为你支招！

正在换牙期的娃娃大多数都爱吃甜食正在换牙期的娃娃大多数都爱吃甜食，，但同时蛀但同时蛀
牙牙、、牙齿不齐牙齿不齐、、甚至牙髓炎甚至牙髓炎、、根尖周炎等现象在少儿群体根尖周炎等现象在少儿群体
中十分普遍中十分普遍。。在在20162016年年99月月2020日全国日全国““爱牙日爱牙日””到来之到来之
际际，，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牙齿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牙齿问题，，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防患于未然？？55
日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络到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口腔成都商报记者联络到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口腔
科进行了解科进行了解。。此外此外，，66日日1414：：0000中医附院专家余剑峰还将中医附院专家余剑峰还将
在微信沙龙中分享如何爱牙在微信沙龙中分享如何爱牙。。想要参与的家长可以加团想要参与的家长可以加团
长小秘书微信号长小秘书微信号cdertongtuancdertongtuan，，进群提问交流进群提问交流。。

珠江钢琴中午发公告
下午股价就猛涨

9月4日晚西湖举行的G20杭
州峰会文艺晚会上，一曲《月光》令
人印象深刻：著名青年钢琴家吴牧
野泛舟西湖上，弹奏着一架白色钢
琴，身后的“月亮”随音乐变化由缺
到圆，营造出富于感染力的场景。

昨日（9月5日）11：44，珠江钢
琴突然表示：G20晚会钢琴是我家
提供的！公司公告称，旗下子品牌

“珠江·恺撒堡钢琴”作为G20峰会
文艺晚会唯一指定用琴，为晚会节
目《月光》提供了相关服务。珠江钢
琴2016年半年报显示，全资子公司
恺撒堡钢琴上半年营收2.95亿元，
净利润2443.81万元，是上市公司

盈利最好的子公司。
每经投资宝（微信号：mjtzb2）

记者注意到，珠江钢琴这一声呼喊
立刻在资本市场上荡起涟漪。5日
上午，珠江钢琴小幅高开，一直走
势平稳，但在公司发布上述公告
后，下午股价突然猛烈拉升，涨幅
一度达7.19%。截至5日收盘，公司
股价报收于13.77元，涨幅4.16%，
收盘价较珠江钢琴昨日下午上涨
前13.50元的股价高出0.27元。粗略
计算，这架在G20文艺晚会上奏响
的钢琴给公司带来了2.58亿元的
市值增长和红包行情。

多家上市公司明确其产品
应用到了此次峰会

既然一架钢琴就能在资本市

场引发如此动静，也让人对其他
“G20概念股”的表现有了更多期
待。每经投资宝（微信号：mjtzb2）
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已有多
家上市公司明确其产品应用到了
此次G20杭州峰会上。

据中电鑫龙（002298，收盘价
15.88元）在互动易上披露，G20杭
州峰会上，公司提供了防爆装备、
新型智能警车及指挥系统、手持
式穿墙雷达等多项高科技反恐装
备及系统，全面服务于G20峰会的
安保工作；神思电子（300479，收
盘价31.95元）回复投资者称，公司
核心产品之一，基于人脸识别技
术的人证同一认证与社会化信息
采集解决方案已在G20杭州峰会
安保工作中得到运用。针对投资

者“请问公司哪类产品应用于G20
峰会”的提问，初灵信息（300250，
收盘价28.72元）8月23日回复称，
公司部分语音设备产品用于G20
杭州峰会。

汽车零部件产业上市公司亚
太股份（002284，收盘价17.68元）
也在此次峰会上得到表现机会，
且展示的正是该公司备受关注的

“智能驾驶”业务。亚太股份曾在8
月24日表示，公司将会联手西湖
电子集团完成G20杭州峰会云栖
小镇智能辅助驾驶演示任务；并
与浙江合众新能源合作，推进G20
杭州峰会乌镇演示区及10月互联
网大会的智慧交通智能辅助驾驶
合作等。

（每日经济新闻）

港股牛市有望让A股底部逐渐抬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