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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计划分两步实施
MSCI21日宣布， 从2018年6月开

始将中国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
和全球基准指数。

MSCI在当天发布的公告中表示，
计划初始纳入222只大盘A股， 基于5%
的纳入因子，这些A股约占MSCI新兴市
场指数0.73%的权重。MSCI计划分两步
实施这一计划， 第一步预定在2018年5
月半年度指数评审时实施；第二步计划
在2018年8月季度指数评审时实施。

MSCI表示， 由于中国内地与香港
互联互通机制取得积极进展，且中国交
易所放宽了对涉及A股的全球金融产
品进行预先审批的限制，此次纳入A股
的决定在MSCI所咨询的国际机构投资
者中得到广泛支持。

A股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
自2013年开始， 中国尝试加入

MSCI指数系列的过程极大地促进了中
国资本市场自身的改革，推进了A股市
场与国际市场接轨。

短期看，A股“闯关”成功会给国内
市场带来一定增量资金。 据瑞银预计，
将有80亿美元至100亿美元追踪新兴
市场指数的资金被动流入A股。 和A股

约700亿美元的日成交额和约8万亿美
元总市值相比， 资金流入规模有限，但
市场信心有望得到提振。

长期而言，与MSCI互动，对于A股
的国际化进程是一个重要契机。未来海
外投资者的参与度将提升，A股在机制
上和制度上也将逐步走向完善，在
MSCI指数中的占比有望进一步升高。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指数和全
球第二大市值股票市场，A股纳入
MSCI将改善中国股市在全球基准指数
中代表性“严重不足”的局面，MSCI指
数也将由此更加完整。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面对这一预期结果，A股纳入

MSCI指数不仅是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一
种境内投资方式，更成为中国资本市场
不断完善、对接国际标准的象征。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
长李民宏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中国A股
纳入MSCI指数为世界金融市场拉开崭
新篇章，将对国际投资走向产生深远影
响。他说，国际资本加大对A股市场的投
资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发展的催
化剂。同时，国际投资者也将受益于中国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稳健增长。

李民宏表示，A股纳入MSCI指数是

国际市场对中国股票作为全球可配置
资产的重要认证。今后，海外投资者将更
广泛、更深入参与到中国市场投资，同时
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正式纳入MSCI

A股将迎哪些利好
� � � � 金融市场又一只“靴子”落地。北京时间21日，中国A股正式被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
（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全球基准指数（ACWI），连续四年“闯关”终获突破。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对
外开放的又一个里程碑，尽管A股国际化前路并非坦途，但前景乐观可期。

� � � �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沙特阿拉伯国
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21日宣
布， 废黜侄子穆罕默德·本·纳伊夫的王
储身份， 立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
新王储。

根据沙特官方通讯社公布的国王
令，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被确立为新王
储的同时还被任命为副首相， 并将继续
兼任国防大臣一职。

美联社报道，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现年31岁， 原是副王储， 在国王萨勒曼
2015年继承王位前，沙特及外界对他知
之甚少。 在萨勒曼还是王储时， 穆罕默
德·本·萨勒曼已经开始为父亲掌管宫
廷。 在21日被确立为新王储前， 穆罕默
德·本·萨勒曼担任沙特最高经济委员会
负责人并兼任国防大臣。

国王令同时宣布， 穆罕默德·本·纳
伊夫不再担任内政大臣。纳伊夫57岁，是
已故前王储兼内政大臣纳伊夫·本·阿卜

杜勒-阿齐兹的儿子， 也是国王萨勒曼
的侄子。长期以来，纳伊夫辅佐父亲致力
于维护沙特社会稳定和重拳打击恐怖主
义。

根据沙特法律， 王位必须由沙特王
国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子孙继
承。 阿卜杜勒-阿齐兹逝世后，先后继位
的多位国王都是他的儿子。 依据沙特王
位继承惯例，国王在位时，王储人选通常
由王室家族内部协商产生。

美商务部长承诺
公平对待中企在美投资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0日电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20日感
谢中国企业代表团参加“选择美国”2017年投资峰会，并承
诺会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在美投资。

罗斯当天出席美国中国总商会举行的投资美国招待会
时发表演讲说，今年有155位中国投资者参加“选择美国”投
资峰会，是峰会创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他表示，如果中
国企业在美投资，它们将“被公平对待并得到尊重”。 美国商
务部也会帮助中国投资者与各联邦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打
交道，解决各种问题。

“选择美国”2017年投资峰会于6月18日至20日在华盛
顿附近的马里兰州举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振制造业的号
召下，美国从联邦、州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招商引资热情都非
常高，尝试为外资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换王储 沙特国王废侄立儿美宣布对俄
实施新一轮制裁

新华社华盛顿6月20日电 美国财政
部20日宣布， 对38个个人和实体实施制
裁，以回应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举动。

美国财政部说， 新的制裁措施旨在
打击逃避现有制裁措施的行为， 并力图
使美国与其伙伴国的制裁措施保持一
致。 根据制裁措施， 受到制裁的个人和
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 同时
美国人将被禁止与其进行交易往来。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65 3 3 0
排列 5 17165 3 3 0 4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071 01 04 11 14 33 05+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1
下期奖池：3673649899.17（元）

10000000 30000000

60000006000000

足协杯惊现16比15
上港队踢了17轮点球才赢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进行的中国足协
杯第4轮，出现一场载入史册的比赛。上海上港队与苏州东吴
队在常规时间1比1战平， 最终经过17轮点球大战才决出胜
负，上海上港队以16比15取胜。17轮点球大战，创造了中国
最长点球轮数纪录。

作为中超劲旅， 上海上港队本场比赛外援全部轮休，不
过武磊、颜骏凌、蔡慧康等国脚悉数上场。但面对名不见经传
的东吴队，他们踢得并不轻松。上半场，卞俊补为东吴队率先
破门，下半场东吴队申昊“两黄变一红”下场。补时阶段，武磊
凌空抽射，帮助上港队扳平比分。

点球大战上演惊人一幕。双方前4轮全部罚进，第5和第6
轮同时罚失。接下来双方一直罚进，直到第17轮，上港队罚
进，东吴队罚丢，比赛最终以16比15的高比分结束。

点球轮数的世界纪录诞生在2005年， 根据吉尼斯纪录
记载， 当年的纳米比亚杯决赛中，KK� Palace队与Civics队
的点球大战，共进行了24轮。

本轮足协杯其他焦点比赛中， 上海申花队1比0击败北
京国安队，华夏幸福队0比1不敌广州恒大队。

■链接
什么是MSCI

MSCI是美国著名的指数编制公司，
1969年该公司推出第一只指数产品，目
前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指数提供商之一。
公司官网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排名前100
家的资产管理者中，有97家是其客户。

MSCI指数体系包括七大类，其中市场
加权指数系列包括全球基准指数、 发达市
场指数、 新兴市场指数等。MSCI会定期与
国际投资者进行商讨后， 公布其更新评估
后的指数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名单。

经过40多年发展，MSCI旗下各项指
数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际投资者的风向
标， 一只股票被纳入某一重要的MSCI基
准指数意味着可能带来相当可观的买盘。

中国目前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
数的有H股、B股、 红筹股以及在海外上
市 的 中 概 股 等 。2015年 11月 12日 ，
MSCI首次纳入14支在美国上市的中概
股，其中包括阿里巴巴和百度。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