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陈伟 美编：赵耀中 校对：罗娜 组版：李志芬

06 理财通

10万元模拟操作（5月15日）

遗失声明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遗失声明
珠海市湾仔川慧家小吃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400MA4
UTF0B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威必威数码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6788617600，声 明
作废。

通 告
因新建市政道路接驳路口施工需要，现决定

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5 月 25 日对以下路段实施交
通管制：

一、封闭白蕉大道交禾益北路路口人行道、非
机动车道。

二、半幅封闭虹桥三路交禾益东路路口段，另
半幅供车辆双向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5月13日

通 告
因维修施工需要，现决定对板樟山隧道、凤凰山隧

道实施如下交通管制：

一、2019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9 日每天凌晨 1 时至早

上 6时，半幅封闭板樟山隧道，另半幅供车辆双向通行。

二、2019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每天 0 时至早上 6

时，封闭凤凰山隧道往市区方向的两条机动车道。

三、2019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15 日每天 0 时至早上 6

时，封闭凤凰山隧道往金唐方向的两条机动车道。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5月13日

格力集团转让格力电器
股权一事出现新进展，5月
22日（下周三）拟召开意向
投资者见面会，格力集团相
关负责人、格力电器相关高
级管理人员、项目中介机构
代表拟出席。

格力电器 5月 14日披
露的公告显示，见面会将于
5月22日15：30在公司总部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
开，符合《上市公司国有股权
监督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具备协议受让
相关股权能力的意向投资
者，及与会代表凭预先登记
的身份证件入场。根据格力
集团的建议，公司相关高级

管理人员将参与本次投资者
见面会，并在信息披露规定
允许的范围内就意向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格力电器上月披露，控
股股东格力集团拟通过公开
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
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电器
总股本约15%的股票。本
次公开征集转让尚需取得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
机构的批准。 （张文单）

格力集团转让格力电器股权：

下周三召开意向投资者见面会

今天大盘在 2872 点-2909
点的区间窄幅震荡，全天主要在
2890 点附近运行，两市成交量
不足高峰时的一半，热点凌乱，
持续性较差。

早盘新晨科技一字涨停带
动区块链概念股拉升，7只股票
涨停板维持到收盘，算是今天
最强的板块。因贸易反制而受
益的种业股龙头丰乐种业再次
涨停，但未能带动其他种业股
跟风，隆平高科、农发种业、登
海种业等跌幅超过 4%。5G 概
念股在吴通控股涨停示范下一
度也有过一波拉升，但板块效
应并不明显，容大感光 4 连板。
军工股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活
跃，航天通信涨停，但板块活跃

的持续性也不强。避险概念黄
金股在中润资源涨停的带动下
表现强于大盘，但该板块缺乏
持续的爆发力。

近端次新股今天受到重创，
迪普科技、拉卡拉等跌幅居前，
但每日互动尾盘拉升至涨停，说
明优质次新股跌到一定程度是
有资金关照的。所以，对迪普科
技的跌停不必过于悲观，5 月 9
日机构趁大跌吸货，成本在 37
元附近，明天继续大跌的可能性
不大，但如果不能封涨停，可以
趁红盘适度减仓，毕竟现在大盘
比较疲软。

聚醚胺在进口关税加征
25%的名单之中，相关概念股阿
科力、晨化股份、科隆股份涨停，
集泰股份底部六连阳涨幅却不
大。

2019.5.14（营长）
（本版文章不构成投资建

议，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热点凌乱 成交稀少

新华社北京5月 14日
电 北京时间5月14日早，
MSCI（明晟公司）宣布，将
把现有A股的纳入因子从
5%提高至10%。

与此同时，将26只中国
A股纳入MSCI中国指数，

其中 18只为创业板股票。
纳入之后，中国A股在MS-
CI 中国指数和MSCI 新兴
市场指数中所占比重分别达
到5.25%和1.76%。

据悉，本次调整将在5
月28日收盘后生效。

MSCI是美国著名指数
编制公司——明晟公司的简
称，是一家股权、固定资产、对
冲基金、股票市场指数的供应
商。目前绝大多数全球性基
金都将这些指数作为跟踪标
准，特别是被动型指数基金。

MSCI宣布

将现有A股纳入因子
从5％增至10％

据新华社上海 5月 14 日
电 14日A股市场下跌，上证综
指失守2900点，创业板指数跌
破1500点整数关口。

当日上证综指以 2872.83
点低开，全天低位盘整，最终收
报2883.61点，较前一交易日跌
20.10点，跌幅为0.69%。

深证成指收报9038.36点，跌
65.00点，跌幅为0.71%。

创业板指数跌 0.56%至

1494.60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5570.42点，跌幅为0.86%。

伴随股指下跌，沪深两市个
股跌多涨少。上涨品种约800
只，下跌品种逾2700只。不计
算ST股，两市约50只个股涨
停。

板块概念方面，饲料、黄金、航
天装备涨幅居前，涨幅在1%以上；
橡胶、种植业、采掘服务跌幅居前，
跌幅逾2%。

A股下跌

上证综指失守2900点

新华社特稿 全球财富
咨询机构 Wealth-X 财富
评估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亚太地区亿万富豪人数
去年减少；他们的财富同样
缩水。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
频道(CNBC)13日援引上述
报告报道，亚太地区的亿万富
豪、即净值超过10亿美元的
富豪人数2018年减少13%；
他们的财富合计缩水8%。

从具体数字看，这一地
区去年减少 109 名亿万富
豪；这一群体的财富去年合
计缩水2120亿美元。

报告说，多地股票市场
2018年表现不佳，美元相对
一些新兴市场的货币走强，
在全球范围影响亿万富豪的

人数。
报告所列数据显示，全

球范围内，亿万富豪的财富
2018年减少7%；亿万富豪
人数减少5.4%。

有别于其他地区，北美
地区亿万富豪数量去年增加
3%。尤其是美国富豪群体
得益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加息和美国政府的减税政
策。

报告显示，尽管亚太地
区去年亿万富豪人数减少，
在全球15个亿万富豪最多
的国家和地区中，4个位于
亚太地区。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和普
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去年
10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截至2017年底，亚太地区共
有814名身家10亿美元以
上的富豪，占全球同类富豪
总数的38%。

这两家机构2016年发
布的报告显示，亿万富豪的
财富主要来自工业创新，如
钢铁、汽车和电力行业。如
今，在美国和欧洲，亿万富豪
主要出自消费、技术和金融
创新领域。在新兴经济体，
消费产品和基础设施行业相
对容易创造财富。

亚太地区去年减少109名亿万富豪
财富合计缩水212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