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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震荡整理 沪指跌0.06%

数据显示

新三板正在回暖

■昨日股市

茂名“修理工”喜中1184万大奖

嫌零钱碍事

他用4元击中740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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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第 2017103 期，
淄博的陈先生（化名）“嫌”
口袋里的 4元零钱碍事，就到
投注站机选了 2注单式票，不
曾 想 竟 击 中 了 当 期 价 值
7401779元的一等奖。
“当时，口袋有 4元零钱

就机选了 2注，谁能想到居然
中了大奖！别说妻子不相信，
我自己也懵了。”双色球幸运
之神突如其来，让大奖得主陈
先生在兑奖时仍然激动不已。
陈先生来淄博创业多年，

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购买
福利彩票“双色球”。刚创业
那会儿，他并不是每期必买，
只在路过投注站或者压力大时
才会买上几注。后来，事业慢
慢步入正轨，他购彩的习惯也
逐渐规律起来。
9月 3日傍晚，陈先生忙

完店里的工作准备回家，想到
当天是双色球开奖日，于是他
就拐到常购彩的 37031057号
投注站。口袋还有 4张一元的
零钱，于是他递给销售员机选
了 2注单式号码。拿到彩票，
他看了一眼，觉得这 2注号码
有些“奇葩”， 1注是小号为
主的全偶数号码， 1注是大号
主导的全奇数号码。陈先生摇
了摇头，打心底里对这 2注号
码没抱任何希望。
第二天，陈先生打开手机

查询开奖号码，并拿出彩票进
行核对。“没想到，号码竟一
个不差地全对上了。当时，不
太敢相信，以为眼花，揉了揉
眼睛，反复核对了好几遍。”
陈先生说，这时他才确定自己
是真的中了一等奖。

据山东彩票网

第一位：重心偏左区域盘
整趋势，注意小数再次发飙，
防直落追温偶冷奇。参考：
2、 4、 7。
第二位：两极分化走势迹

象较强，大数优势略胜一筹，
偶数号码应为首选。参考：
2、 4、 8。
第三位：近期落点右侧小

幅波动，仍可关注大数出号，
密切防范缺省奇数。参考：
1、 5、 6。
第四位：左侧真空地带有

待填充，小数回补指标凸显，
温偶冷奇较佳组合。参考：
1、 2、 4。
第五位：单边形态目前暂

无变化，看好大数弱势反弹，
严防奇偶交替模式。参考：
3、 5、 9。
第六位：顺势设防各路边

缘号码，大数将依然强势，谨

慎冷态奇偶砸盘。参考：4、
7、8。
第七位：走势缓慢右移寻

求平衡，追踪大数延伸拓展，
依然防守温码奇偶。参考：
1、 6、 8。
综合分析：继续追踪偏态

格局，关注对子结构。本期以
1、2路号码为基准、以偶数
合数为重点。大小比4∶3；奇
偶比3∶4；和值在34点位左
右。 旺彩

10月 12日，沪深两市早盘小幅低开，全天
基本维持震荡整理格局，盘中股指曾跳水下探，
创指一度失守 1900 点，但尾盘钢铁股直线攀
升，带动沪指快速回升翻红，但并未带动其他如
煤炭、稀土永磁、有色等资源板块。此外， 5G
概念也大幅反弹，国防军工板块盘中异动拉升，
11日强势的白酒板块则出现回调。截至收盘，
沪指报 3386 . 10 点，跌 0 . 06% ；深成指报
11307 . 32 点，跌 0 . 05% ；创指报 1899 . 99
点，跌 0 .08%。

■后市前瞻

巨丰投顾认为，全天看，金融股小幅护盘下，
题材股大幅分化，指数低开迎来整理。技术上，股
指短期均线多头排列，近期成交量温和释放，仍有
上行的基础和动能。总体上，节后跳空上行下，指
数已经迎来新的表现空间。在缺口迟迟未能回补
下，做多热情虽有顾虑，但情绪并未减弱。此外，北
上资金在节后大肆介入，白马股等再次走高下个

股做多力度持续。因此，大盘在整理后仍有继续上
行再创反弹新高的大概率，建议继续持股，做多个
股行情，重点关注三季报业绩优良标的外，可关注
近期资金介入较深的医疗保健以及整理中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个股。 据新浪财经

尽管新三板市场的交易数据和做市指数依旧
不理想，但作为前瞻性数据的融资规模的上扬，
显示新三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机构认可，市场正
在回暖。
股转官网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新三板市场

共完成 664次股票发行，环比下降 7 . 00%，同比
上升 36 . 07%;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353 . 12亿元，
环比增长 4 . 48%，同比增长 58 . 4%。
虽然第三季度新三板市场完成的股票发行次

数较第二季度有所下降，但实际募资总额却呈上
升状态。这是继今年第二季度后，新三板定增市
场的再次回暖。
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新三板定增市场开始

回暖，共完成 3 3 7 . 9 7 亿元融资，环比增长
17 . 03%，同比增长 18 . 8%。而在刚刚过去的第
三季度，募资总额再次上涨，环比增长 4 . 48%，
同比增长 58 . 4%，回暖之势得以“巩固”。
根据股转系统数据统计， 2017 年前三季

度，新三板市场共完成 2149次股票发行，合计
募集资金 979 . 87亿元。比 2016年同期分别增长
5 . 03%和 11 . 90%。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新三板市场拟融资

金额再攀新高。
股转系统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 8月末，

新三板市场共有 1966次股票发行尚待完成，共
计拟发行 228 . 19亿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为
1324 . 32亿元。
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 2017年 9月，

新三板共计新增定增预案拟融资 150 . 76亿元，
同期完成 139 . 69亿元的定增融资。以此粗略计
算，截至 2017年第三季度末，新三板市场上尚待
完成的定增预案拟融资金额将高达 1300余亿元。
这或是自2016年以来待发行拟融资金额最高

值，环比、同比均上涨超三成。而与之紧密相关的
是，三季度，高价定增、大额定增预案频繁公布。

据 36氪

我国储能产业发展迎来重大利好。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五部委 11 日发布
《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从产业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政策支持领
域和方式等几个方面为储能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
《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储能战略定位，提

出了未来 10 年我国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目
标。第一阶段实现储能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
期过渡；第二阶段实现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
展转变。
《指导意见》部署了促进储能发展的五大

重点任务，即推进储能技术装备研发示范、推
进储能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应用示范、推
进储能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稳定性应用示范、
推进储能提升用能智能化水平应用示范和推进
储能多元化应用支撑能源互联网应用示范。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秘书长张静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指导意见》是确保储能
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性纲要和政
策，对推动我国储能产业走向规模化生产、完
善健全产业链条、建立商业化应用模式、形成
标准和技术规范体系、占领产业国际化发展的
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指导意见》着重强调了储能的市场化发
展，包括探索建立储能规模化发展的市场机制
和价格机制，以及推动储能发展与我国电力体
制改革、能源互联网产业发展相结合。
“抓住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以市场化手

段解决问题，为储能参与电力系统运行、能源
互联网建设建立长效的市场机制才是推动产业
发展，保证产业竞争力和活力的最佳方式。”
张静表示。
她说，现阶段储能产业市场化发展的最大

障碍之一，就是现行的电力市场难以对储能应
用所实现的价值进行量化，储能在市场中也就
无法真正实现其作为商品的属性。因此，对于
大多数的储能应用场景来说，确立储能的参与
身份是第一步，制定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
则更为重要。 据《上海证券报》

9 月 2 1 日，双色球第
2017111期开奖，茂名市电白
区 树 仔 镇 新 城 大 道 的
44162217福彩投注站的彩民
以一张“双色球”自选票击中
一等奖两注，奖金高达 1184
万元。这也是茂名市今年第四
次中出双色球一等奖。
9 月 25 日上午，大奖得

主张先生(化名)现身茂名市福
彩中心，他是茂名本地人，一
直从事机械修理工作，已有
20 年的购彩历史，几乎每一
期都买 10 元左右彩票，一直
钟情于双色球。而这张中奖的
彩票，他已经坚守买了一个多
月。一开始张先生自己挑了两
注号码，又叫站点老板娘给他
机选三注号码。意外的是，老
板娘机选的三注号码里有一注
跟张先生选的号码一模一样，
于是张先生就一直买着这 5注
双色球号码。想不到，张先生

守号不到两个月就中出了
1184万的巨奖。
据了解，张先生今年 60

出头，家里生活条件一直都不
好，以致于 60 多岁了他还需
出去工作。张先生笑着说：
“现在好了，上天那么眷顾
我，在我晚年的时候给我中出
了 1184万双色球大奖，很感
激中国福利彩票，让我对生活
充满了幸福感。”

据茂名福彩网

五部委发文

促进储能产业
与技术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