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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大盘弱势调整，沪
指下跌13.11点，以3182.8点报
收，深成指、中小板指数，创业
板指数也都在跌。另外，白马
股的龙头贵州茅台，昨天又跌
了1.84%，似乎一个阶段性的
调整已经袭来。然而，就在收
盘后一小时，即下午4点，从央
行传来了重大利好！

先回顾一下昨天的盘
面，开盘之后，沪深股指就直
接陷入调整格局，尤其是白
马股仍然领跌市场。比如茅
台、格力电器、美的集团、海
康威视等，都有不小的跌幅。
近期白马股的集体调整，除
了之前累计涨幅较大这一共
性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不少公司马上就要
巨额分红了。所以，白马股近
期的集体调整，其实跟“分红
季”的来临是有关系的。

另外，昨天除了白马股继
续调整，钢铁股也熄火了。马
钢冲高回落，八一钢铁下跌了
1.08%。前天达哥还在道达号
（微信号：daoda1997）文章中
说过，钢铁股一旦拉出大阳
线，后市短期多半要调整，昨
天果然应验了。

总的来说，昨天盘面非常
沉闷，个股缺乏热点，两市涨
停个股只有21只。如果除去刚
上市的新股，自然涨停的个股
只有几只。不过，昨天收盘之
后一小时，即下午4点，从央行
传来了重大利好：

根据央行的公告，经国
务院批准，香港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
度扩大至5000亿元人民币。
央行还指出，扩大香港RQ-

FII投资额度，有助于进一步
满足香港投资者对于人民币
资产的配置需求，推动境内
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密切内
地与香港经济金融联系。

所谓RQFII，是指人民币
合格境外投资者。其中，“R”
代表人民币。RQFII境外机构
投资人可将批准额度内的外
汇结汇投资于境内的证券市
场。对RQFII放开股市投资，
是侧面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

为什么说香港RQFII额
度扩大至5000亿元人民币，这
是重大利好？因为根据官方数
据，截至6月29日，香港地区累
计批准的RQFII额度为2700
亿元。但是，现在香港地区
RQFII总额度已达上限，获批
机构数为79家。也就是说，能
用的额度已用完了。但是，香
港投资者对RQFII额度需求
还很大啊，怎么办？于是，央行
宣布将香港RQFII总额度扩
大到5000亿元人民币，这几乎
把之前的额度提升了一倍。

前不久，A股刚刚被纳入
MSCI，而陆港通北上资金持
续买入A股股票，现在央行大
幅扩大香港RQFII的额度，也
就意味着未来还将有更大规
模的海外资金流入A股市场，
这对A股而言，必然形成重要
利好。大家一直在说，缺乏增
量资金参与A股。那么这一次
不妨关注一下。当然，新政的
2000多亿额度，可能难以在短
时间内全部进入，但其利好效
应一定会持续影响A股市场。

（张道达）

对于腾讯控股（00700，HK）来说，
昨日（7月4日）公司推出最严防沉迷措
施，或许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对于腾讯
控股自己推出的限玩令，受影响最大的
恐怕就是《王者荣耀》了。而《王者荣耀》
被业界认为是史上最赚钱的游戏。

每经投资宝（微信号：mjtzb2）注意
到，面对此限玩令，腾讯控股股价立马
遭受“惊吓”，昨日盘中即创下了2017年
单日最大跌幅。

腾讯公司推出限玩令
波及最赚钱游戏王者荣耀

进入《王者荣耀》官方网站就可以
看到王者荣耀运营团队的公告，其中最

核心的规则为，针对12周岁（含12周岁）
及以下未成年用户，游戏账号累计登录
游戏时长达1个小时后，在对局结束后，
将被强制下线，且当日不能再登录游
戏。针对13周岁（含13周岁）以上未成年
用户，游戏账号累计登录游戏时长达2
个小时后，在对局结束后，将被强制下
线，且当日不能再登录游戏。

除了对年龄和游戏时限的限制，王
者荣耀运营团队还提出后续还将实现
晚上9点后禁止登录；绑定硬件设备一
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等等一系列
措施。

对于上述健康游戏系统，《王者荣
耀》制作人李旻还特别发布了一封公开
信，其中指出：“游戏是有价值观的，游戏
人，是懂得情感的。我懂得对于中国人来
说，最重要的情感莫过于亲情。我充分体
谅全中国的父母对自己儿女的这份爱，
正如我们深爱着我们的孩子《王者荣耀》
一样。一款伟大的游戏，是需要更真诚的
情感体现，更明确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去
节制未成年人玩游戏，并不是放弃什么。
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建设。”

防沉迷措施值得肯定
防网瘾各方应一起努力

《王者荣耀》作为一款影响力很大

的游戏，已经毋庸置疑。据市场估计，腾
讯控股开发的《王者荣耀》在今年一季
度营收多达60亿元人民币，从而成为全
球收入最高的游戏。

从此前公布的一季报来看，腾讯控
股的一季度手游业务已达129亿元人民
币，而在春节期间其主打游戏《王者荣
耀》的峰值日活跃用户数量已经突破
8000万。

而正是对如此风靡游戏的限制，
《人民日报》也进行了评论。在昨日的
《人民日报》评论版上，转载《法制晚报》
的一篇名为《防范网游成瘾 亟待屏障
升级》的文章指出，“据报道，被家长称
为‘农药、毒药’的王者荣耀，已经让好
几个成瘾的孩子做出了极端事件。前不
久杭州一名13岁的学生因玩王者荣耀
被父亲教训后从四楼跳下。4月底，广州
一17岁少年狂打王者荣耀40小时，诱发
脑梗，险些丧命。此外，还有不少孩子偷
刷父母的银行卡去购买英雄角色和皮
肤，甚至购买新手机。”

不过，对于腾讯控股的限玩令，上
述文章还是持正面态度：“亡羊补牢为
时未晚，游戏开发者推出防沉迷措施，
值得点赞。总之，在防范网络成瘾这件
事上，我们不能让孩子们绕过各种防沉
溺的屏障。要做到这一点，从立法、执
法，到终端、游戏的生产开发，再到家长

和学校，都要一起努力。”

腾讯股价受到“惊吓”
A股网游概念集体下跌

作为腾讯控股的核心游戏，《王者
荣耀》被限玩，还是让投资者惊出一身
冷汗。

在6月27日，腾讯控股盘中创出
288.4港元的历史新高后，其股价开始
震荡下行。昨日腾讯控股以278.8港元
开盘，开盘时股价还算稳健，但是上午
11点后开始明显下跌，盘中最多下跌至
266.4港元，下跌近5%，这也是腾讯控股
今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而就在此前，腾讯控股及吉利汽车
（00175，HK）还被认为是港股牛股的标
杆，今年连续上涨，屡次创出历史新高。

腾讯作为内地消费者无人不知的
公司，其QQ、微信早已普及绝大多数电
脑、手机用户，而由于公司在香港上市，
自然成为内资最爱买的港股。

仅从2017年以来，内地资金通过港
股通（沪港通及深港通）就净买入了132
亿港元的腾讯控股，是所有港股通标的
净买入第一名。而截至7月3日，内资通
过港股通持有腾讯1.12亿股，市值达到
302亿港元。

对于腾讯控股的限玩令，中泰证
券指出，“综合多家第三方数据，考虑
部分未成年用户利用父母或陌生人身
份证注册的情况，我们认为此次防沉
迷措施推出影响的用户量在20%左
右。”另外，该券商也指出，《王者荣耀》
火爆带来的不仅仅是腾讯业绩的高速
增长，更影响到了新兴一代的用户（95
后、00后、05后），对整个游戏行业起到
积极促进作用。

而天风证券则指出，《王者荣耀》中
小学生占比及付费率低，预计对腾讯业
绩影响不大。

此外，除了腾讯控股股价昨日下跌
外，A股的一些手游概念股也出现较大
下跌。昨日，游族网络（002174，SZ）下跌
4.43% 、旋 极 信 息（300324，SZ）下 跌
2.91% 、昆 仑 万 维（300418，SZ）下 跌
2.88%。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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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盘又跌了
但有重大利好传来

《王者荣耀》限玩令出来
腾讯股价受“惊吓”暴跌近5%

限玩令：
开发商腾讯公司推出防

沉迷措施，规定12周岁以下
（含12周岁）未成年人每天限
玩1小时；12周岁以上未成年
人每天限玩2小时，超时将被
强制下线。除了对年龄和游戏
时限的限制外，后续还包括晚
上9点后禁止登录、强化实名
认证体系等一系列措施。

腾讯控股：
腾讯控股被认为是港股

牛股的标杆，自然成为内资
最爱买的港股。仅2017年以
来，内地资金通过港股通等
净买入132亿港元的腾讯控
股，是所有港股通标的净买
入第一名。截至7月3日，内资
通过港股通持有腾讯1.12亿
股，市值达302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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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施华洛世奇秋冬新品，与
奇幻都会主题相呼应，从当代建筑
中汲取灵感，化作朴实线条和流丽
动感，选取中性的蓝色和绿色色调，
打造自然柔和的单品，简约时髦，为
日常装扮增添时尚知性美；作为活
力都市的象征，灿烂灯火、充满节日
色彩的烟火也糅合其中，星星造型、
几何线条与瑰丽光彩，突显施华洛
世奇的创作特色，数字色彩、像素图
案与金属色的加入，更为闪烁饰品

增添时尚法码。
作为本季主推的亮点——令人

耳目一新的Remix系列闪耀登场，采
用隐形磁扣，可将不同风格、不同颜
色的短链互相连接，打造多种多样的
佩戴方式，以与众不同的创新手法重
新定义首饰风格。除了奇幻都会系列
新品之外，活动现场还设区展示了施
华洛世奇高级珠宝系列，丝丝入扣的
细节考究，娓娓诉说施华洛世奇对优
雅艺术的赞叹，对自然生命的崇敬，

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施华洛世奇2017秋冬奇幻都会

系列，以灵巧心思化都市能量为无限
可能，用匠心品质传达摩登态度，引
领百变女性在新一季展开新的美丽
旅程。2017秋冬新品首饰，除了助她
们轻松穿梭于假日派对、办公职场与
日常生活外，更诚邀她们以闪耀大胆
的方式，尝试千变万化的时尚风貌。
施华洛世奇愿伴随每位女性，闪耀璀
璨晶彩人生。 （张博）

奇幻都会
晶灵活力
施华洛世奇2017秋冬新品预览

近日，Sisley法国希思黎举办
《无尽之美》新书发布会。这本书
由法国希思黎的创始人修伯特多
纳诺伯爵编撰，讲述的不仅是多
纳诺家族的故事，同时也是法国
希思黎的故事，目前已在法国、英
国、德国、意大利、中国等25个国
家全面发售。法国希思黎全球总
裁菲利普多纳诺伯爵、亚太区总
裁尼古拉斯先生、中国总经理彭
佳颖小姐等与在场嘉宾共同见证
法国希思黎的无尽之美。在国内，

《无尽之美》将在全国重点城市新

华书店、机场书店、高铁书店、当
当、京东等线上线下全渠道发售。

多纳诺，一个起源于科西嘉
岛的家族，多年以来，这个家族孕
育了三位法国将军和一位法国内
阁部长。家族三代人都醉心于高
端化妆品的研发，开创并管理了
多个品牌。1935年，纪尧姆多纳诺
伯爵与Armand Petitjean携手创办
兰蔻；1976年，纪尧姆多纳诺伯爵
创立法国希思黎品牌，在妻子伊
莎贝尔和孩子菲利普、克丽丝汀
等家族成员的支持下，历经40余

年的发展，法国希思黎已发展成
为高端化妆品行业中最有声望的
品牌之一。

秉承着对大自然的崇尚、对
简约风格的坚持和对卓越品质的
苛求，产品线也愈加健全：不仅有
品质卓越的保养品，时髦养肤的
彩妆品，艺术感十足的香氛，还为
消 费 者 提 供 专 业 的 法 式 香 薰
SPA。至此，法国希思黎的发展版
图已遍布5大洲90多个国家，跃居
全球顶级化妆品公司之列。

（张博）

Dior迪奥日前于上海举办了2017
年香氛、彩妆及护肤新品鉴赏会。迪奥
环境及科技传讯总监Edouard Mau-
vais-Jarvis先生更是亲临现场，为来宾
详细讲解了2017迪奥护肤新品，共同
分享了迪奥高端护肤的美肤理念和美
妍新科技。

当天，活动场地分设6个产品区域，
悉数陈列着香氛、彩妆及护肤系列新
品。通过各区域设置的互动试用环节，
现场来宾进一步了解了品牌2017年全
新系列臻品，亲身领略了迪奥香氛的迷
人芬芳与魅力、彩妆的至臻色彩与美
感，以及美肤系列的卓越配方与科技，
全方位体验到源自法国高端奢华化妆
品之精髓。

此次2017迪奥新品鉴赏会臻品众
多，其中包括：弥漫着爱的味道，尽显活
泼优雅又性感动人的全新Miss Dior迪
奥小姐香水；兼具哑光妆效与轻盈妆感
的迪奥凝脂恒久气垫粉底；拥有如一次
性纹身般持久色彩，令人倾慕着迷的全
新迪奥魅惑染唇蜜；凝注纯净天然臻萃，
崇尚鲜润肌，契合千禧一代保湿新态度
的迪奥乐肤源系列；抵御污染侵袭，赋活
自身清肌系统，令肌肤焕新如初的迪奥
密集修护肌活精华；富蕴源自格兰维尔
玫瑰的20种珍稀微量营养成分，同步肌
肤生物时钟，重焕肌肤微滋养的迪奥花
蜜活颜丝悦玫瑰润养轻质精油。这些美
妍臻品给现场来宾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
象，尽显迪奥极致奢宠之美。 （张博）

Sisley法国希思黎 无尽之美新书发布

极致奢宠之美
2017Dior迪奥香氛、彩妆及护肤新品发布

近日，施华洛
世奇举办2017秋冬

“奇幻都市”系列新
品预览。本季施华
洛世奇一如既往站
在时尚前沿，以卓
尔 不 凡 的 创 意 手
法，全面解读别具
一格的现代都市元
素，缔造引领前沿
的时尚首饰。

迪奥小姐香水 迪奥乐肤源系列

Sisley法国希思黎全球总裁Philippe d'Orna-
no菲利普多纳诺伯爵参观上海书城 d’Ornano多纳诺家族

全新Dior迪奥魅惑染唇蜜

腾讯股价昨遭重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