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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首批“入摩”名单揭晓

珠海格力电器和纳思达入选

资讯

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的公告
珠海市万有引力房地产有限公司向我局提出位于诗僧路与

扣扉路交接东北侧地块内地块二搬迁安置区的规划方案设计变
更申请，根据城乡规划法要求，增加城乡规划透明度，充分征求
公众意见，我局对该设计变更事项进行批前公示，具体公示内容
将在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网站上的业务公示栏中以及
项目所在位置现场设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10日即
2015年5月16日至5月25日。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有异议
的可以在公示期内向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反映。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书面意见注明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送（或邮寄）至珠海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珠海市住房
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服务窗口；联系电话：2661112、2538311、
2661126。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8年5月16日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公 告

珠海经济特区丰雅设计装修工程有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宝汇通企业有限公司、
林良辉、林良偏、叶体、林显光、林显琛：

本院受理的（2017）粤0402民初10287号原告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珠海经济特区丰雅设计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被告一”）、珠海经济特
区宝汇通企业有限公司（下称“被告二”）、林良辉、林良偏、叶体、林显光、林显琛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因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等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
借款本金4950000元，截至2017年 10月 20日利息2074571.45元，本息合计
7024571.45元，以及自2017年10月21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全部
利息（包含逾期利息和复利，其中编号为10020159912748259的《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逾期利息以本金3000000元为基数，复利以拖欠的全部利息为基数，均按年
利率19.8%计算；编号为10020159911069630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逾期利息
以本金1950000元为基数，复利以拖欠的全部利息为基数，均按年利率21.6%计
算）；2、判令原告对被告一的应收账款享有质押优先受偿权；3、判令被告二、被告
林良辉、林良偏、叶体、林显光、林显琛对被告一所欠原告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
带保证担保责任；4、判令七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本院定于2018年7月26日上午9时整在本院南湾法庭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二O一八年五月十日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批

准，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珠海新香洲支行终止

营业，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

关于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2018年5月16日

声 明
伍的敏：

自2018年5月10日上午你在
公司报到并装货离开后，至今没有
与公司联系，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
合同第七条规定，即日起公司与你
正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你自2018
年5月10日下班后所发生的任何个
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珠海市鑫东强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05月15日

招 标 公 告 （项目编号：1800036C）

一、标的名称：珠海水务环境控股
集团大数据中心工程软件平台（一期）

二、购买招标文件时间：2018年5
月16日起至2018年5月22日止，每天
8:30-12:00，14:30-17:30（节假日
除外）。

三、网上注册报名时间：2018年5月
16日8:30至2018年6月6日17:00

四、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珠海
市物资招标有限公司（珠海市吉大石花
西路林海大厦2楼），联系人：刘先生、

0756-3361075（项目咨询），熊小姐、
0756-3361010、3361012（标书售卖）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招标公告在
《珠海特区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 http://ggzy.zhuhai.gov.cn/
上发布，招标过程的澄清、答疑及其他
特别公告以交易中心网站公布为准。

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市物资招标有限公司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5月16日

招
租

现有吉大景乐路16号工
业集团第8层面积1483.22
平方米对外出租，价格面议，
请联系王生 13115003748
或蒋生13825690088

声 明
我公司员工周润民，自2018年

5月2日起未经公司批准至今未回

公司上班，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其

在外所办理一切业务及产生的经济

纠纷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广东宏科通信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2018年5月15日

通 告
根据 (2016) 粤 0402 民初

1996号民事调解书及(2016)粤
0402执 7409号协助执行通知
书，原香洲区拱北美景花园23
栋地下B座房产（权证号码：粤
房地证字第0972617号）已裁定
过户。限原产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十日内将上述房地产权证书
交回我中心，逾期不交，上述房
地产权证声明作废。

特此通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O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山星一号集资
兑现通告
山 星 一 号 集 资 券

0008807、 0008808、
0008809合计券额叁仟元，
原初始持券人如有异议，请
电询：8611476转207，见报
七日内未有异议，本人将行
使持券人权利兑现。

武瑞波
2018年5月16日

珠海市系统工程学会:
你单位因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连续三年未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

查，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我局拟给予你单位撤销登记的
行政处罚。

因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我局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珠民罚告〔2018〕第1号）。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我局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联系电话：0756-2311062），逾期不领取即视
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
二条之规定，你单位可在告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进行陈述、申辩，也可申
请举行听证。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特此公告。
珠海市民政局
2018年5月16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珠海市平沙镇造才幼儿园:

你单位因2013年度、2014年度连续两年未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查，违反了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我局拟给予你单
位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因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我局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珠民罚告〔2018〕第2号）。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我局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联系电话：0756-2311062），逾期不领取即视
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
二条之规定，你单位可在告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进行陈述、申辩，也可申
请举行听证。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特此公告。
珠海市民政局
2018年5月16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据新华社上海5月15日电
在A股“入摩”名单揭晓的背景下，
周二沪深股指继续收高，上证综指
上行逼近3200点整数位。前一交
易日逆势收跌的创业板指数，当日
录得逾1%的较大涨幅。

当日上证综指以3192.12点
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18.09点，
涨幅为 0.57%。深证成指收报
10747.99点，涨76.53点，涨幅为
0.72%。前一交易日逆势收跌的
创业板指数，当日表现相对较强，

录得1.48%的涨幅后，以1858.01
点 报 收 。 中 小 板 指 数 收 报
7406.36点，涨幅为0.57%。

大部分行业板块上涨，啤酒
板块涨幅领先，黄酒、航天国防、
电信服务、软件服务等板块表现
强势。贵金属、航空公司、券商、
银行等板块逆势收跌，不过幅度
都比较有限。沪深两市未能实现
量价齐升，分别成交1630亿元和
2151亿元，总量降至3800亿元
以下。

本报讯 记者张文单报道：
北京时间5月15日凌晨，全球
影响力最大的股票指数MSCI
（明晟）公布半年度指数调整结
果，234只A股被纳入MSCI
指数体系，其中包括两家珠海
上市公司：格力电器和纳思
达。按MSCI此前计划，调整
结果将在5月31日收盘后实
施，6月1日正式生效。

美国明晟公司又称摩根士
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去
年6月将中国A股纳入其新兴
市场指数。根据当时公布的方
案，A股被纳入的初始因子为

5%，纳入过程分两步走：第一步
在今年5月半年度指数评审时实
施，6月1日按2.5%的纳入比例
将A股纳入MSIC新兴市场指数
和MSCI中国指数；第二步在今
年8月季度指数评审时实施，9月
将纳入比例提高至5%。

业内人士表示，再过半个月，
MSCI就正式接纳中国A股了，
因此本次调整对中国市场至关重
要，甚至可能是近年最重要的一
次。进入名单的个股，将成为
MSCI 指数的样本股，及使用
MSCI跟踪中国A股的投资者配
置的对象。

当日，格力电器和纳思达
股价对此消息的反应各异。其
中，格力电器几乎全日下跌，收
盘跌幅0.47%；纳思达则开盘
后约10分钟大涨逾9%，收盘
涨幅仍达7.57%，位居内地和
香港资本市场36只珠海个股
之首。格力电器是一家多元化
的全球型工业集团，主营空调、
生活电器、智能装备等产品，在
全球建有 11 个空调生产基
地。纳思达的打印机集成电路
及通用耗材业务在全球处于领
先的龙头地位，2016年 12月
收购的美国利盟激光打印机业

务在全球中高端激光打印机市
场中处于领先地位。

MSCI指数是全球影响力
最大的股票指数，同时也是全
球投资组合经理采用最多的基
准指数，97%的全球顶级资管
以MSCI指数为基准。从本质
上来说，MSCI指数就是帮全
球机构选股。一旦纳入MSCI
指数，预计将有大量追随新兴
市场指数的资金自动流入A
股。广发证券预计，纳入MS-
CI指数后，6月1日前后或将
给A股带来1000亿元的海外
资金。

新华社纽约5月 14日电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
（MSCI）14日公布了首批234
只最终将被纳入其相关指数的
中国A股股票，这意味着在6
月1日正式生效日来临之前，
全球投资者通过MSCI分享中
国经济增长红利仅欠纳入过程
这临门一脚。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MSCI相关指数的权重
中并未得到应有体现。改革开
放40年来，中国经济规模扩大
了225倍，年均增长约9.5％，
但中国证券市场在国际投资中
的配置比重却一直较为滞后。

MSCI的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3月31日，中国经济总量
占MSCI全球基准指数（AC-
WI）涉及国家经济总量的比重
高达 18.58％，仅次于美国的
26.55％；而 ACWI 中国股票
市值权重仅为3.65％。

此次首批纳入的234只中
国A股股票，占MSCI相关指
数权重仍较小，但却打开了一
扇前景广阔的大门。

此前，MSCI曾连续多次
拒绝将中国A股纳入其相关
指数。去年6月20日，MSCI
在宣布将中国A股纳入其指
数时称，“中国A股市场准入
状况在过去几年得到显著改
善，并获得了国际投资者广泛
认可”。

而未来中国A股在MSCI
的成长前景则更加值得期待。
就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中国政
府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了进一
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系列
举措，可以预见，金融业开放程
度将不会再成为中国A股在
MSCI进一步提升比重的障碍。

美国金瑞基金首席投资官
布伦丹·埃亨说，金瑞基金十分
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
景，并坚信中国资本市场将呈
现出与其经济地位相当的实力
和水平。

金瑞基金4月份发布的一
份报告预计，未来五年内MS-
CI将实现对中国A股的充分
纳入，届时将有超过2700亿美
元流入中国A股市场。

美国耶希瓦大学商学院教
授、华尔街诚智资本联合创始
人黄河说，中国在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科技领域都处于全球领
先地位，有一批优质上市公司
和大量初创企业，中国政府已
开始重视支持独角兽企业优先
在国内A股上市，并鼓励有条
件的海外上市科技企业回归A
股，未来中国A股对国际投资
者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

埃亨说，MSCI逐步将中国
A股纳入其指数的过程，反过
来又可以成为中国A股不断成
熟完善的“催化剂”，二者有望
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事实上，自MSCI宣布将
纳入中国A股以来，中国A股
已经对部分股票的早期国际投
资者给予了较丰厚的回报。

金瑞基金的数据显示，该
基金2014年在美设立的首只
MSCI概念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基金（ETF），在2017年6月20
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区间
回报率为18.95％，跑赢同期标
准普尔500指数近9％。

MSCI“纳A”仅欠临门一脚

全球投资者静待中国红利

新华社广州5月15日电
记者从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委了解到，广州将建立人工智
能企业库，2018 年计划推动
169家重点企业入库，并对重
点企业实施奖补等优惠政策。

为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的机遇期，广州以加快培育
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发、产品
制造和应用骨干企业为目的

建立人工智能企业库。按相关
政策采用补助、奖励、贴息、直
接股权投资等方式，给予入库
重点企业优先支持。

广州在2017年正式提出
实施“IAB”行动计划，部署未
来五年IAB产业（新一代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的
发展。建立人工智能企业库
成为广州落实这一计划的举

措之一。
据介绍，广州将采取企业

自愿申报和政府部门重点推荐
两种企业入库申报方式。入库
企业主营业务须涉及芯片、传
感器等基础支撑技术，机器学
习、语音及自然语言理解、计算
机视觉等核心技术和工业制
造、智慧生活等行业应用关键
技术。

广州将建立人工智能企业库抢抓行业机遇期

推动169家重点企业入库

据新华社上海5月15日电
摩根大通14日宣布，已向中国证
监会递交申请，寻求建立一家持
股比例为51%的全新证券公司，
并计划在未来数年内监管允许的
条件下将持股比例增加到100%。

摩根大通旗下摩根资产及财
富管理也安排与合资伙伴以及有
关主管部门磋商，有意将其在现
有合资公司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增加至控股。

摩根大通表示，在中国建立
控股的证券公司，将进一步加深

摩根大通企业及投资银行与中国
在岸客户的对话与合作。摩根大
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说：“这一系列在华投资举措和计
划反映摩根大通充分调动集团整
体实力和资源以支持中国发展的
承诺。”

据悉，摩根大通计划扩大对
中国各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托
管和基金服务将为中国客户提供
更多服务和支持，摩根大通还期
待为中国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提供
私人银行和资产管理服务。

摩根大通计划将券商持股比例增至100%

并欲控股上投摩根基金

新华社东京5月 15日电
受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影
响，15日东京股市日经225种
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结束了此前
连续三个交易日的涨势，比前
一个交易日下跌0.21％。

隔夜美股三大股指上涨，
受此影响，15日东京股市早盘
小幅高开。东京外汇市场日元
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投资者
信心得到提振，买盘不断增
多。盘中日经股指一度突破
22900点，创下近两个月以来
的最高点位。但由于日经股指
过去三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超过
450点，投资者获利回吐操作
增多，日经股指随之由涨转跌。

从行业看，纤维制品、银行
业、精密仪器、石油煤炭制品等
行业股票领涨；房地产、服务
业、证券期货、建筑业等行业股
票跌幅居前。

投资者获利回吐
东京股市由涨转跌

据新华社纽约5月 14日
电 国际油价 14日上涨。石
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14
日公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中上调了对2018年全球原油
需求的预测。该报告预计
2018年全球原油平均日需求
量为 9885 万桶，同比增长
165万桶，显示全球原油需求
强劲。该消息支撑当天油价
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
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
货价格上涨0.26美元，收于每桶
70.96美元，涨幅为0.37％。

国际油价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