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大盘只是温和上扬。但
市场温度却显著升温，个股也出
现大面积上涨格局。值得注意的
是，昨天消息面迎来利好，A股市
场可以说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
现在，有一大波海外机构手握股
票名单，正在对A股虎视眈眈。

首先，谈一下对近期市场的
感受。前一段时间，市场观望氛
围很浓，各路资金都在谨慎等待
变盘来临，市场成交量持续萎
缩。包括达哥自己在内，虽然中
长线看好后市，但操作上也比较
谨慎。然而大盘的强势，超出了
多数人的预料。本周以来，股指
不但不调整，反而是小步走高，
沪指昨天报收于 3396.90 点，已
经再次逼近 3400 点。而深成指昨
日收出了一根光头阳线，最终以
11437.21 点报收，率先创出了本
轮行情的新高。

接下来，谈一下为什么说 A
股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昨天，
MSCI 明晟公司公布了 A 股纳入
MSCI指数的时间表：2018年6月
1日，按照2.5%的纳入因子将A股

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
2018年9月3日，将A股的纳入因
子提高到5%。

时间表的公布，也就意味着
几个月之后，MSCI纳入A股带来
的增量资金将正式登陆 A 股市
场。根据这个时间表，明年二季度
开始，预计海外资金将陆续进入A
股市场，而一批优质白马股，将成
为外资不断买入的标的股。今年6
月 21 日，MSCI 宣布将纳入 A 股
时，曾经发布过一份222只个股的
名单，其中主要涵盖的就是各行
各业的龙头个股。

MSCI看好的A股股票，在这
一段时间中，很可能还会进一步
走高。昨天，大盘能够有好的表
现，当然也离不开这些优质白马
股的持续强势。其实这个道理很
简单，现在大家都知道，2018 年
MSCI 纳入 A 股带来的资金流入
规模在150亿~200亿美元左右（包
含主动和被动型资金）。但在这些
外资进入 A 股之前，必然会有其
他资金“抢跑”，其中还包括通过
沪股通、深股通，以及QFII进入A

股的海外资金。
另外，近期还有多家公募基

金开始布局MSCI概念股，并且积
极申报成立相关的指数基金。据
证监会10月16日发布的《基金募
集申请核准进度公示表》显示，4
家基金公司申报了 5 只 MSCI 主
题基金。这些基金一旦成立，就意
味着又有不少资金将流入市场，
买入的对象依然是MSCI标的股。

接下来说一下对后市的看
法。短期来看，沪市有望继续向
3400 点关口发起冲击。再看深成
指和中小板指数，近期四连阳后
都创出了本轮行情的新高，技术
上也就打开了向上的空间，创业
板指数也重新站上年线。但后市
能否像中小板指数那么强，还有
待进一步观察。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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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零”账户 /
“双零”账户是指存款余额和累计利息均

为零的个人存款账户，包括普通活期账户、银
行结算账户、活期一本通主账户和定期一本
通主账户。

/“沉睡卡”/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沉睡银

行卡”达21.9亿张，占发卡数的1/3。如果以13.5
亿人计算，人均有1.6张银行卡为“沉睡卡”。

/ 央行规定 /
自去年12月1日起，同一个人客户在同一

银行只能开立一个Ⅰ类账户。同时，自去年10
月1日起，若新开立的个人银行账户自开户之
日起6个月内没有交易记录，该账户将无法通
过除柜面之外的其他渠道办理业务。

央行新规后
成都多家银行冻结“双零”账户
有“沉睡银行卡”的客户请注意，如需重新启用须到柜台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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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认为，缺牙处理不是什
么紧急的事，才掉几颗牙，等一等、拖
一拖没什么关系。

对此，原华西口腔种植专家林峰
表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缺牙不及
时处理，不仅会饮食困难、影响发音、
造成面部凹陷，还会造成牙槽骨流失，

剩余牙齿之间的间隙也会扩大，成为
残渣细菌的避风港和滋生牙周病和龋
病的温床。如果能及时并且科学地处
理缺牙，就能有效预防上述问题。

因此，林峰建议有缺牙最好在三
个月内修复，此时难度低、耗时短、费
用少。

弘扬孝道·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重阳敬老援助活动启动

完美处理缺牙
种口好牙延年益寿

拨打电话69982579，
申领种牙高额补贴，赠680元免费口腔检查礼包

长者恩德不能忘，九九重阳将至，许
多儿女想在重阳节尽孝心，为父母种口
好牙，享幸福晚年。

为满足更多缺牙患者的需求，本周
日（29号）“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将携手上
海市老年基金会举办“弘扬孝道·重阳敬
老援助活动”，诚邀妙手仁心·金口碑百强
好医生，原华西口腔种植专家，举行爱牙
讲座和免费口腔普查。缺牙患者可拨打
本报健康热线69982579报名，现场申领最
高4860元种牙补贴，还可获赠价值680元
的口腔检查礼包。

“WHO·8020 护 牙 老 年 专 项 基
金”，是由上海市老年基金会提供补
贴、由知名口腔专家参与，为缺牙老人
进行口腔健康医疗援助的项目。截至
目前，已有100余人参与报名，50多位
市民获得爱牙基金援助。

本周日（29号），“成都商报四川名
医”将携手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举办“弘
扬孝道·重阳敬老援助活动”，特邀原
华西口腔种植专家林峰开讲，为广大

缺牙者普及缺牙处理方法，并提供35
个援助补贴名额。

报名成功即可享活动4大福利：
1、免CT费、免挂号费、免专家诊疗

费；
2、价值680元的口腔护理套餐免

费领；
3、原华西口腔种植专家一对一免

费义诊、设计方案；
4、活动当天，指定种植牙特惠

4980元/颗（含进口牙根、基台在内）。
地址：锦江区下东大街99号晶融

汇广场3楼（太古里旁）
报名方式：拨打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9。（工 作 日 期 间 9：
00-20：00）

近 年 来 ，随 着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专家技术、缺牙处理方式与处
理系统是否匹配等，越来越成为缺
牙人士选择处理方式的金标准。

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面向全市所
推广的爱牙援助活动，邀请知名口

腔种植专家，从缺牙者关心的两个
方面入手，为缺牙者解决顾虑，可使
处理后的牙齿骨结合更好、稳定性
更高。而最高达4860元的种牙援助
补贴，无疑能帮助缺牙老人重获牙
健康。

种牙怎么这么快？放入种植体的
时候到底疼不疼？如果缺牙多，种牙得
多久？面对人们抛出来的一连串疑问，
林峰做了详细解答。

种牙前，先由德国大视野CT深度
扫描缺牙部位，这就像给医生装了“千
里眼”，口腔信息一目了然。然后，根据
扫描数据制作计算机导板，医生在导
板的指引下种牙，这就像给汽车里装
了“定位器”和“导航仪”，精准定位牙
根位置，分毫不差。所以，人机联手，种
牙更精准，更快速，全程做了局部麻
醉，几乎感觉不到疼痛，打个盹儿的工

夫牙就种好了。
对于全口缺牙的老人而言，想要

种一口好牙，意味着要支付高额费用。
对此，林峰说，目前有一种全新的A
ll-on-4种植业技术，是专门针对全口
或半口缺失、骨量小、骨密度低等种植
牙疑难者，可通过植入较少的种植牙
（上下各植入4颗种植体），便可达到重
建全口牙齿的目的，不仅能实现全口
28颗牙齿都参与咀嚼功能，咀嚼功能
足可媲美真牙，而且十分美观。更为重
要的是，能够大大降低治疗费用，非常
适合缺牙严重但预算有限的老年人。

缺牙处理重价格 更要重品质

上午种牙下午用 全口无牙仅需8颗种植体

缺牙处理不将就 越早越好

申领“检查礼包+援助补贴”双重优惠
全城援助缺牙读者

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
正式更名为
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

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显示，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金拱门（中国）有限公
司，其中四川麦当劳餐厅食品有
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四川金拱门食
品有限公司。

对此，麦当劳回应称，继麦当
劳与中信及凯雷成为战略合作伙
伴后，因业务发展需要，自 2017
年10月12日起，麦当劳中国总部
的企业名称变更为“金拱门（中
国）有限公司”。这一变更主要在
证照层面，日常的业务不会受到
任何影响。麦当劳将一如既往，热
忱为消费者服务，麦当劳餐厅名
称、食品安全标准、营运流程等保
持不变。

早在今年8月8日，麦当劳宣
布与中信股份、中信资本以及凯
雷投资集团的战略合作已顺利完
成交割。交割后，新公司里中信股
份和中信资本持有 52%的控股
权，凯雷和麦当劳分别持有 28%
和20%的股权。届时，新公司将成
为麦当劳在美国以外最大规模的
特许经营商，运营和管理中国内
地和香港地区市场2700家餐厅。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增量资金
手握股票名单等着入场

继招商银行之后，又一家银行
开始清理“双零”账户了。近日，浦
发银行发布公告称，从 2017 年 11
月起，对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
（含）发卡且今年前 3 个季度未发
生任何交易的双零卡进行账户信
息管理升级，升级后“双零”账户将
无法正常使用。成都商报记者获
悉，如今越来越多银行对这种“双
零”的沉睡账户进行清理。

中国银行卡累计已发63.7亿张
“沉睡卡”达21.9亿张

“双零”账户是指存款余额和
累计利息均为零的个人存款账
户，包括普通活期账户、银行结算
账户、活期一本通主账户和定期

一本通主账户。
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
银行卡累计发放63.7亿张，其中活
卡量只有 41.8 亿张，“沉睡卡”达
21.9 亿张，已经占到 1/3。如果以
13.5 亿人计算，人均有 1.6 张银行
卡为“沉睡卡”。

为加强支付结算管理，打击电
信网络犯罪，2016 年 9 月，央行出
台新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分为I
类、II类和III类，I类账户为全功能
账户，主要用于大额资金转账结
算，II类和III类账户在功能和限额
上与I类账户有差别，主要用于投
资理财和小额支付缴费等。自2016
年12月1日起，同一个人客户在同
一银行只能开立一个Ⅰ类账户。同

时，自2016年10月1日起，若新开
立的个人银行账户自开户之日起6
个月内没有交易记录，该账户将无
法通过除柜面之外的其他渠道办
理业务，客户须到网点柜面核实身
份后才能恢复。

按照这个指导意见，各家银行
纷纷表示，从2016年10月1日起，
对于新开立的个人账户自开户之
日起6个月内没有交易记录的，该
账户将无法通过除柜面之外的其
他渠道办理业务。今年 6 月，招商
银行公开表示，为保护账户安全，
拟从 2017 年 7 月 15 日起，对不符
合条件的长期未使用且余额为零
的个人账户进行销户处理。对于需
要保留账户的客户，必须在银行销
户之前办理启用手续。

浦发银行对“双零”账户
清理进一步升级

近日，浦发银行对“双零”账户
的清理进一步升级。该行发布公告
称，为防范用卡潜在风险，提升账户
使用体验，浦发银行决定从2017年
11月起，对在2016年12月31日之
前（含）发卡且今年前3个季度未发
生任何交易的“双零卡”，进行账户
信息管理升级。据称，升级后“双零”
账户将无法正常使用，同时账户信
息将不会在包括网银、手机银行、电
话银行、自助设备等渠道显示。

浦发银行表示，通知中所指的
“双零卡”是指存款余额和应计、未
计利息数均为零的银行卡。如果客
户需要重新使用该借记卡，必须本
人持卡和有效身份证件去网点柜
面办理启用手续，重启无须支付费
用。据称，若是卡号首位为“8”或

“9”的双零卡，还必须更换为银联
标准卡后才能重新启用。

昨日，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个
人金融部相关人士向成都商报记
者表示，该行此前就开始对“零余
额、零积数”的双零账户进行集中
清理；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个人金
融部相关人士称，对于类似账户，
该行会将其纳入“不动户”管理，客
户只需持本人银行卡和身份证去
网点进行不动户转正常处理，就可
以正常使用；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
营业部个人金融部相关人士表示，
对于休眠账户，该行将自动暂停其
非柜面业务，持卡人可本人持卡和
有效身份证件去网点申请解除该
账户的非柜面业务限制。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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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