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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10日发布消
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外汇管理
局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同时，
RQFII 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也一
并取消。

“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
者投资额度限制，是国家外汇管理
局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服务全
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改革，也是进
一步满足境外投资者对我国金融
市场投资需求而主动推出的改革
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

人 、总 经 济 师 王 春 英 说 ，明 晟
（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以
及彭博巴克莱等国际主流指数相
继将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数
体系，并稳步提高纳入权重，境外
投资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需
求相应增加。

据介绍，今后，具备相应资格的
境外机构投资者，只需进行登记即
可自主汇入资金开展符合规定的证
券投资，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市
场的便利性将再次大幅提升，中国债
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将更好、更广泛
地被国际市场接受。 据新华社

国家外汇管理局：
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46期开奖结果：427，直选：
6687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20658注，每注奖金173元。
（17088548.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46期开奖结果：42750，一等奖
61注，每注奖金10万元。（326495694.1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106期开奖结果：8734356，一
等奖0注；二等奖16注，每注奖金21847元；三等奖78注，每注奖
金1800元。（56117538.8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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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19106期开奖结果：
02 14 22 27 30 33+14。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9246期开奖结果：615。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19期：313310110001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119期：313310110001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31期：0110100011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136期：1112020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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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大盘高位调整，热门科
技股震荡幅度加大，最终沪指下跌
3.54点，以3021.20点报收，跌幅为
0.12%。

大盘跌幅并不大，短期调整也
在预期之中。

9 日科技股炒疯了，昨日明显
降温，短期调整果然来临。只是跌
得不多，但科技股的大幅波动，还
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丝担忧。

昨日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中
国软件。这是软件股的龙头之一，9
日涨停，股价大有破百之势。但是
昨天，盘中却一度触及跌停板，最
终跌幅高达 8.5%，而且成交量明
显放大。

除了软件股外，其他科技类概
念股也纷纷回落，PCB概念、半导
体、计算机等板块，都出现一定幅
度的调整。

达哥昨日在微博上做了一个
调查，大家觉得科技股行情的调
整，只是空中加油，还是开始熄火
了？结果，超过一半的人都认为，科
技股行情开始熄火了。

看来，关于科技股的分歧还是
比较大。所以，科技股现在还没有
到一致性看多的时候，但凡有分
歧，可能行情就还没完。如果有一
天，无人看空科技股，大家蜂拥而
至疯抢科技股的时候，可能就真的
开始“割韭菜”了。

昨日盘后，又有重磅消息传来。
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为进一

步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经
国务院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
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以下合称“合格境外投
资者”）投资额度限制。

以前，每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A
股，他们的投资额度都要经过备案和
审批，并不是想投多少就投多少。

现在，取消投资额度限制，意
义非常重大，就是简化程序，加快
合格境外投资者进场的速度。目
前，外资持有A股流通股票市值占
总市值的比重不足5%，可以预想，
未来外资在A股市场的比重还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而外资对A股市
场的影响力，无疑还将不断上升。
外资喜爱的品种，比如白马股，也
将因此迎来重大利好。

国庆行情利好不断，国家外
汇管理局“话音”刚落，证监会又
加“大餐”了。据证监会官网消息，9
月9日至10日，证监会在京召开全
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
会。会议提出，推动更多中长期资
金入市。强化证券基金经营机构
长期业绩导向，推进公募基金管
理人分类监管。推动放宽各类中
长期资金入市比例和范围。推动
公募基金纳入个人税收递延型商
业养老金投资范围。

在科技股主动调整的情况下，
大盘存在进一步调整的可能。但
是，盘后重磅利好的出现，又给今
天的行情带来变数。

对于后市，我认为还是重点把
握行情两条主线：科技股和消费类
白马股。科技股的调整，有必要继
续观察，等待新的机会出现。而消
费类白马股，此前已经调整了一周
多，接下来，是否又到了白马股起
飞的时候？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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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FII、RQFII额度限制取消！
证监会又加“大餐”

电梯部件钢丝绳变成尼龙绳
22楼业主爬楼梯回家

提起自己住的芙华·幸福彼岸
小区电梯，住在2栋3单元的业主希
女士并不觉得“幸福”，“现在我选
择尽量不下楼、上楼，我现在能走
楼梯就走楼梯。”

希女士提供了一张9月7日小区
业主群截图。截图中，小区电梯维保
人员洪某发了两张照片在业主群，
照片上是用一根尼龙绳连接电梯的
部分部件，洪某在群里表示：“这是
以前维保更换后用的厅门重锤绳，
规定应该是用4毫米的钢丝绳。现在
磨断了，导致电梯出现故障。”洪某
随后评论：“这是对电梯运行安全的
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

让希女士和其他小区业主尤
为不满的是，电梯维修一直是小区
的一项“重点工作”。“从去年6月份
引进新的物业公司到现在，我们小
区18部电梯断断续续地坏，经常都
在维修，到现在为止已经花了26万
元了。”希女士很是气愤。

就在电梯出问题一个月前（8月7
日），小区物业中心还发布过电梯检
修公告。“经历了大修、排查，为什么
电梯还是有问题，大修不是每一层
每一枚螺丝都该检查吗？”希女士既
气愤又害怕，在9月7日当天，宁肯爬

22层楼梯回家。

电梯维保时发现问题
目前绳索已更换为钢丝绳

在发现电梯的钢丝绳变成尼
龙绳后，第一个发现者、电梯维保
人员洪某，及时更换成新钢丝绳。

“（那个绳子）只是起到电梯门
闭合作用，给一个外界的动力。（绳）
没有必须要什么材质，有厂家使用
钢丝绳，有厂家使用尼龙绳的。那个
绳不是承重绳。”9月10日，洪某告诉
记者。是谁更换成尼龙绳，洪某再三
强调，“也没有出现安全事故，也不
影响安全。”之所以要更换，是因为
尼龙绳发生磨损。

“现在就是无形的放大了这个
东西。是有一部分业主想把小区业
主委员会罢免了，他们就无形地制
造了一些事端。”小区物业中心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洪某不愿多谈，
小区物业中心工作人员也不愿接
受采访。有业主希望，更换电梯维
保公司，后面的电梯维保也要更加
公开透明。

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介入
事件还在调查中

事发后，该小区所在街道办、社
区，以及市场监管部门也第一时间
调查、询问，现在事件还在调查中。

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黄科长
透露，已经要求对小区所有电梯全面
排查，如果排查出来没有问题，相当
于电梯就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那么，这根尼龙绳到底在电梯
中起什么作用？“我们咨询了相关
专家，本来应该是细钢丝绳，但（实
际）用的是尼龙绳，这个部位不属
于安全装置，并不会造成好大的安
全隐患。在故障施救过程中，那个
绳就是牵引的地方，但没有的话同
样打得开。”黄科长介绍。

这样的绳有没有材质要求呢？
“照正规的一般标准，应该是细钢
丝绳，不是说你随便拿一根绳子都
行的。”黄科长介绍，该绳在轿厢门
顶部，作用是牵引重锤。

“这本身就是正常维保过程中
发现的，也不排除是他们的人做
的，我们也会派他们的人来接受调
查。如果说能够排除电梯公司内部
人员的嫌疑，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有
人故意破坏公共安全？我们也会建
议物业公司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
进行调查。”黄科长表示。因为事发
处没有任何监控设备，给调查工作
也带来难度。黄科长强调，“那个部
位一般不会引发安全问题，但是这
种不严格按照标准来的行为我们
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肯定会调查。”

乐山小区“廉政调查”：
4人承认分得500元
街道办责令整改

“我参与分赃1000多
元！”今年8月，四川乐山天
韵城小区业委会出纳张某
某不满被业委会“罢免”愤
而“揭黑”，称业委会将低价
购买的二手滑梯以12500
元入账，业委会成员及临时
秘书均参与私分了约8000
元“利润”。众多业主纷纷呼
吁调查真相，当地街道办随
后介入调查。

9月10日，记者获悉，
经过当地街道办调查，该小
区业委会花12500元购买
的二手滑梯账实不符，工作
经费开支无业主大会表决
依据，已责令整改并退还购
买二手滑梯虚报的差额资
金以及相关工作经费和补
贴。目前，警方已介入进一
步调查。

业委会出纳“揭黑”
掀起小区“廉政调查”

今年8月10日，乐山天韵城小区业委会
贴出一纸“罢免”公告称，出纳张某某无视业
委会决议，扣留业委会成员工作补助，使业
委会工作开展困难，撤销其出纳职务。

不过，据张某某介绍，业委会主任潘
某某打考勤，对关系不好的业委会成员干
了工作少记工分，对关系好的则多记工
分，“蚕食”小区资金。她出于愤怒，为了维
护广大业主的权益，对上半年的考勤补贴
拒绝发放，同时她还张贴了告示对业委会
的“腐败”行为进行揭露。

据张某某回忆，2018年小区买了一部
二手滑梯花费200元、运费200元、存放费
100元，业委会主任潘某某找汽修部喷漆
3800元，请物管师傅补漆及其他杂费280
元，即成本共4580元，但根据潘某某安排，
最终以12500元入账，虚报的7920元则被
瓜分。

“这笔钱是分两次分的。”据张某某介
绍，第一次由包括主任在内的7名业委会
成员和临时秘书王某某共8人每人分了
500元，第二次除业委会成员夏某某、喻某
某两人平时参与工作少未再分配外，其余
6人每人分了653元，两次共7918元，与虚
报的7920元金额接近。

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业委会出纳
张某某、临时秘书王某某两人均承认分得
1153元，业委会成员夏某某承认分得500
元，业委会主任潘某某、会计李某某、业委
会成员阙某某、黄某某、喻某某等5人则坚
决否认参与分钱。

此事经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曝光后，引发了广大网友关注和讨
论，特别是该小区业主都希望知道
真相。事发后，当地街道办和社区
均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二手滑梯到底花了多少钱？9月
9日，据天韵城小区所在的乐山市中
区张公桥街道石雁儿社区党委书记
万军介绍，在其余几人都坚决否认
的情况下，调查人员将突破口放在
了汽修部老板宋某某身上，最终其
承认喷漆只收了3800元，但给业委

会主任潘某某开了12500元的收据。
万军告诉记者，经过多番调查，

业委会主任潘某某、委员阙某某、黄
某某、喻某某等4人承认分了500元，
但有人认为是“劳务费”有人则称不
知是滑梯虚报的费用，而会计李某
某承认先分了500元但后来退给了
出纳，出纳张某某对此则予以否认。

对于第二次分配的653元，业
委会主任潘某某、会计李某某、委
员阙某某、黄某某都没有承认。“相
当于现在有2600多元是凑不齐账

的。”万军介绍，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天韵城小区业委会购买二手滑梯
账实不符，成本4580元以12500元
入账，虚报7920元。

据万军介绍，在社区调查过程
中，业委会主任潘某某自称其是王
某某（曾担任小区业委会主任）的
傀儡，购买二手滑梯虚报账是王某
某操控的，而王某某则表示，他只
是业委会聘请的临时秘书，一切工
作都是根据业委会主任的授意行
秘书之职责。

针对部分业主反映的业委会
违规发放工作经费和补贴问题，石
雁儿社区在调查中发现：2012年12
月，该小区业委会公布办公经费开
支规定，每人每月发40至50元电话
费和茶水费等工作补贴；城内短程
出差办事（交通费、茶水费）每人每
次20元。2016年4月，调整为每人每

月发40至60元电话费和工作补贴；
城内短程出差办事（交通费、茶水
费）30元；新增召开业委会讨论小
区管理到会委员每人每次补助20
元。2018年12月，规定业委会每年
电话费4000元，根据委员通话量酌
额发放到人；城内出差（交通费、茶
水费、误餐费）每人每次40元；委员

履职和参会分别补贴30元。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几

份补充规定都只是在小区里进行了
公示，并没有通过业主大会进行表决
来决定。”万军表示，根据《四川省物
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工作
经费开支范围、标准和业主委员会委
员的工作补贴，由业主大会决定。

9月6日，乐山市中区张公桥街
道办事处已经向天韵城小区业委
会发出了《责令改正通知书》称，业
委会在经费管理中存在工作经费
开支无业主大会表决的依据；业委
会2018年6月购置儿童游乐设施账
目与实际购买金额不符。

该通知书称，经街道办事处研
究决定，责令该业委会15日内整
改：退还无依据发放的工作经费和

补贴；退还购置儿童游乐设施虚报
的差额部分资金。

对此，张公桥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郑义表示，业委会委员在小区工
作中付出了一定的时间、精力，有
适当补贴也在情理之中，但前提必
须是由业主大会决定，如果补贴标
准没有经过业主大会进行表决，则
是无效的。

针对该小区业委会购买二手

滑梯账实不符问题，郑义介绍，已
经查明的部分虚报资金将督促相
关人员限期退还。石雁儿社区党委
书记万军认为，对于尚不能完全查
明的差额部分，业委会主任和出纳
应该共同承担责任。

目前，张公桥派出所已经介入
进一步调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
爱刚 摄影报道

业委会出纳“揭黑”
5人否认参与分钱事件

小区电梯部件
钢丝绳变尼龙绳？
电梯维保人员：不是承重绳
监管部门：不会造成大的安全隐患，但对这种行为零容忍

今年9月，在成都金牛区芙华·幸福彼
岸小区一个单元电梯的电梯维保过程中
发现了一根磨损的尼龙绳，尼龙绳不该出
现，原本应该是细钢丝绳。

为什么会有尼龙绳？谁把尼龙绳放
上去的？没有人能说清楚。业主在2009年
陆续入住，现在的物业公司是从去年进入
小区的。电梯却成为每一个业主的“心
疾”。发现问题后，有业主被吓得爬22楼回
家，尽量不坐电梯。

目前，多部门在事发后前往现场调查
询问情况，并责令小区物管对小区内所有
电梯进行排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从成都市金牛区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经咨询专业
人士确认，该部位一般使用细钢丝绳。但因
部位不属于安全装置，不会有太大安全隐
患，一般也不会引发安全问题，但这种不严
格按照标准来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颜雪

确认买二手滑梯账实不符
业委会主任等4人承认分了500元调查

发工作补贴的补充规定
未经业主大会表决发现

街道办责令业委会整改
限期退还虚报资金，警方介入调查进展

“酒店版瑞幸”OYO也要卖咖啡了

换下来的尼龙绳 受访者供图

疯狂扩张酒店版图，抢占下沉
市场，酒店连锁品牌 OYO 酒店
（以下简称OYO）一直被外界戏称
为酒店版“瑞幸咖啡”。近日，OYO
还真卖起了咖啡。9日，OYO对外
宣布将进军咖啡市场，推出自主咖
啡品牌“芬然咖啡”，在西安开出第
一家门店。

OYO 卖咖啡看起开像是突
发的跨界经营。但也许背后的原
因并非偶然。据公开资料显示，
瑞幸咖啡创始人钱治亚与 OYO
的 CFO 李维都出自神州租车，分

别在陆正耀麾下担任过高管。同
门出身，也难怪 OYO 和瑞幸在
经营战略上会出奇相似，抓风
口、快速融资、烧钱扩张，甚至迅
速谋求IPO……

昨日，记者浏览发现，目前还
没有关于 OYO 方面对于芬然咖
啡的商标注册，OYO也暂时没有
为“芬然咖啡”开辟专门的微博和
官方账号。OYO布局咖啡的这步
棋怎么下，还需拭目以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
成 袁野

“漩涡”中的二手滑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