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五，沪深两市震荡走低，三大股
指均以下跌报收。其中，沪指失守 60日
均线，不过，在石油等板块的支撑下，跌
幅仍相对较小。与此同时，上海、深圳等
地方国企改革概念股成为震荡市中的一抹
亮色，相关板块及个股均有不错涨幅。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 3154 . 32

点，跌幅 0 . 35% ，成交额 2072 . 96 亿
元；深证成指报 10289 . 36 点，跌幅
0 . 79%，成交额 2474 . 08亿元。创业板
指报 1965 .03点，跌 0 .95%。
盘面上，石油、日用化工、环保、水

务、钢铁等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电信运

营、软件服务、电器仪表、家居用品、券
商等板块跌幅靠前。主题方面，奢侈品、
油气改革、海工装备、空气治理等题材表
现较为活跃，开盘领涨的次新股板块冲高
回落，出现明显回调。
近期 A股投资热情在逐步回暖，但

在年前资金面延续紧平衡、外汇市场大幅
波动等因素的扰动下，市场反弹之路难以
一帆风顺。不过，大盘短期即使出现震荡
休整也不改中期震荡回暖趋势。
总体看，混改仍是市场主线，但环

保、汽车等也开始崛起，预示着资金小幅
进场。对于大盘来说，基本面支撑明显，

结构性上涨行情依旧，短期有回落需
求，但回落将是低吸良机。至于下周，一
号文件即将公布，农业板块值得重点跟
踪，尤其是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到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或将集中表现。

据中国证券网

职场上人事变动本是正常的新陈代谢
现象，但 2016年一波一波的董秘离职潮
实在有些波涛汹涌，让“董秘”这一职业
再度成为新三板热议话题。山雨欲来风满
楼， 2016年董秘圈种种风声不绝于耳：
资本寒冬融资艰难，监管趋严众多董秘被
罚，创新层董秘须持证上岗……工作压力
与日俱增，薪酬激励不足稳定人心，无怪
乎人心浮躁萌生去意。
但是，换个角度我们看到的是挑战中

的机遇——— 新三板已进入万家时代，优秀
董秘是企业争夺的稀缺人才；监管加码也

倒逼着董秘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资本
寒冬更是检验企业成色、历练人才队伍不
错的机遇。
白岩松说过，“对于一个行业而言，

有人走不可怕，没人来才可怕”。还好，
依旧有很多人对董秘这个职业青睐有加。
据了解， 2016年的新三板市场，随

着挂牌企业数量突破万家再创新高，董秘
离职潮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全年共有
1132位董秘离职，约占该年末新三板挂
牌公司总数的 11%！
值得一提的是， 2016年离职的 1132

位董秘中，来自基础层公司的占了近九
成，为 1009人，另外的 123人则来自
创新层公司。基础层公司离职人数比创
新层多，主要是因为基础层公司基数庞
大。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新三板
共有挂牌企业 10163 家，其中基础层
9211 家，创新层 952 家。然而，将离
职人数与公司数量比较的话，基础层离
职董秘与公司数量的比率为 11% ，而
创新层这个数值是 12 . 9% ，略高于基
础层。

据《每日经济新闻》

2016年 12月 21日，重庆福彩新一
届社会监督员大会在重庆新闻传媒中心举
行，36名由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媒
体代表、福彩从业人员代表、彩民代表、市
民代表共同组成的重庆市福利彩票新一届
社会监督员队伍，即将行使对该市福利彩
票监督的社会责任。同时，《 2015重庆福
彩社会责任报告》也在会上隆重发布。

据重庆福彩负责人介绍，重庆福彩社
会监督员“走马上任”后，将做这些事：
对福利彩票的销售、开奖、兑奖进行监
督；了解地方留存福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
及其效果；听取市福彩中心的年度工作汇
报，对福彩行风建设进行指导、监督，协
助做好扩大福利彩票发行、销售的宣传、
解释工作；向市福彩中心或行业主管部

门、监管部门反映群众意见和建议；举报
各级福彩机构、福利彩票各种代销场所及
其经营者的违规违纪行为；参加市福彩中
心或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召集的有关
会议和组织的相关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向
市福彩中心或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提
出书面监督报告。
重庆福彩社会监督员李勇说，有幸成

为福彩大发展进程的见证者和经历者，将
充分行使监督员权利，确保福利彩票“公
开、公平、公正、公信”的发行原则，彰
显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的发行宗旨。 据《重庆商报》

1 月 6 日，“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广西公益活动爱心小分队走进灵山县
武利镇后背村，为一所偏远的乡村小
学——— 后背小学的孩子们送去一批体育设
施和器材。
当天下午，一场简短而温馨的捐赠活

动在后背小学简陋的操场上举行。广西体
彩中心党支部书记李广代表体彩中心将价
值 2 万多元的体育器材交到了后背小学
校长的手中，并为孩子们送上关怀和祝

福。学校回以锦旗表示感谢。
“这下可好了，以后体育课可以正常

开展了，孩子们多运动，身体好了，学习
的劲头就更大了，感谢中国体育彩票！”
后背小学张校长说。由于经费紧张及器材
损耗，后背小学长期以来缺乏足够的体育
设施和器材，学生的体育课程受到很大影
响。由于器材不足，很多时候孩子们的体
育课只能练练操，跑跑步。此次“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活动赠送的器材为该校解

决了体育教学上的燃眉之急。
此次“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

全区共有 15所学校获赠，其中有 3所出
自钦州，后背小学现有 218 个学生，是
钦州站活动的第一所捐助学校。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是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于 2012年发
起的一项公益品牌推广活动。该活动着眼
于目前我国中小学校园体育教育中普遍存
在的经费投入不足、资源不平衡等薄弱环

节,为贫困边远地区体育器材和体育教育
资源匮乏的学校送去体育器材及公益体育
课，培养孩子
们的健康理念
和健身意识，
传播体育彩票
“乐善人生”
的 文 化 和 精
神。
大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双色球第
2016132 期开奖，全国爆开 37 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 506 余万元，安徽省彩民
中得其中两注，均被合肥彩民中得。其
中，位于合肥市经开区莲花路天门湖花园
14栋 104室的福彩第 34010455号站点
的中奖者徐先生（化姓），以一张 168

元的“ 9+1”复式票，除中得 1注一等
奖及固定奖 6 万余元外，还以复式投注
获得“ 9 亿元大派奖”特别奖 500 万
元，总揽奖金 1012万余元。
据介绍，徐先生是合肥本地人，以前

在家乡做生意，后来生意失败，他便在经
开区谋了份工作，由公司老板变身为普通

上班族。工作发生了改变，但坚持了 10
多年的投注福利彩票的习惯没有改变。徐
先生表示，彩票为他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
趣，“每天下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想，
今天是不是双色球开奖日、彩票买了没
有。”
谈及中奖，徐先生说，他身边就有同

事曾经中过双色球二等奖，但他从未奢想
过自己能中得大奖！徐先生每期投注都是
凭感觉自选号，投注额不固定，多以复式
投注为主。这次中奖的彩票就是他凭感觉
自选的。据了解，近几期投注，徐先生都
是投注一张 8+1 的复式票，因为正逢双
色球派奖，而选号时的感觉又奇好，他就
“一狠心”投注了一张 9+1 的复式票。
“没想到，多选了一个号，竟然真的有奇
迹！”徐先生如是说。

据安徽福彩

■精彩回放

安徽一彩民购彩十余年这回中大奖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广西公益活动走进灵山

重庆 36名社会监督员助力阳光福彩

去年新三板董秘离职率创新层超过基础层

沪指失守 60日线
地方国企改革板块表现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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