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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融资专栏

新三板改革新年大动作

开启集合竞价交易制度

生鲜超市扎堆出现

“新零售”争夺战升级

A股全线走升 沪指“十连阳”

■昨日股市

经历了前一交易日的震荡整固之后， 11
日 A股再现全线走升。其中，上证综指连续
第十个交易日收阳。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
涨， IT板块表现抢眼。
当日上证综指以 3415 . 59点小幅低开，

早盘下探 3405 . 64点后开始震荡回升，尾盘
以接近全天最高点的 3425 . 34点报收，较前
一交易日涨 3 . 51 点，涨幅为 0 . 10% 。至
此，沪指已走出“十连阳”。
深证成指收报 11464 . 20 点，涨 27 . 12

点，涨幅为 0 .24%。
近期表现不佳的创业板指数当日表现相对

较强，涨 0 . 73%至 1804 . 23点。中小板指数
微涨 0 .05%，收盘报 7723 .01点。
暂别前期跌多涨少格局，沪深两市近

2200只交易品种录得涨幅。不计算 ST个股和
未股改股，两市 50多只个股涨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涨。 IT板块表现

抢眼，整体涨幅接近 3% 。银行、通信两板块
涨幅超过 1% 。煤炭、钢铁两板块领跌，且跌
幅都在 1%以上。

据新华社

京东首家生鲜超市 7FRESH近日正式
开业，计划未来 3 到 5 年在全国铺设超过
1000家门店。加上阿里的盒马鲜生、永辉
的超级物种、苏宁的苏鲜生、美团的掌鱼生
鲜等，“新零售门店”开始扎堆出现，并在
创新模式甚至价格上互相“叫板”。生鲜超
市争夺战升级，已经成为新零售领域的现象
级话题，新零售到底新在哪？扎堆出现后未
来又将何去何从？
“ 2018年我们会快速进入全国，春节

前在北京、上海、杭州会开出一大堆的
店。”盒马鲜生 CEO侯毅 10日在第二届新
零售峰会上透露了 2018年的“新打法”。
除了快速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店，盒马还将大
幅拓展商品品类，并在全国乃至全球建立自
己的种植、养殖、捕捞基地，推出盒马超级
用户体系，在线上推出 7×24小时服务等。
“从 2018年开始，盒马不单单是一家生鲜
电商，而是满足消费者即时服务的生活品类
电商。核心模式线下是引流、体验，线上是
真正的销售。”
区别于传统的大卖场、超市，盒马鲜生在

很多消费者眼里是一家好玩好吃的“网红
店”，甚至有中介机构打出了“盒区房”的概
念。在刚刚过去的 2017年，还有一批类似的

零售新业态相继涌现，比如永辉超级物种等，
2018年伊始，另一家互联网巨头京东也开出
了生鲜超市，正式布局“新零售”。
民生证券分析师马科认为，在电商的早

期，线上无论是商品的种类还是价格都给用
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然而互联网流量模式
的红利期已经结束了，线上企业急需通过新
零售进行转型升级。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零
售商各有优缺点，消费者却是在多种渠道出
现，所以双方都在尝试全渠道模式。
业内认为，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

2018 年“类盒马”的门店会越来越多。而
盒马从最初的生鲜不断探索到更多消费领
域，预示了在新的一年里，零售市场将出现
更多创新。
分析认为，目前新零售在一线城市的竞

争还远未到红海的格局，而且还有大片的二
线城市尚待挖掘，市场仍有很大机会和空间。

据新华社

南宁彩民喜中刮刮乐
“五倍惊喜”头奖20万元

买刮刮乐彩票喜中3万元大奖

外地游客来桂林旅游收获意外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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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 2018005期投注分析

以小数奇偶为重点

“你好!请问这里是桂林市刮
刮乐彩票兑奖处吗？”近日，桂
林市募捐办迎来两位满面笑容的
年轻彩民要求兑奖，他们拿出一
张面值 2元的 Q3刮刮乐彩票，中
奖金额是 3万元。
桂林市募捐办的工作人员认

真核对中奖彩票后，热情地为这
两位彩民办理兑奖手续。在办理
兑奖过程中了解到，这是一对彩
民夫妻，他们来自四川巴中市，
丈夫何先生和妻子曹女士已经坚
持购买彩票十多年了。这次是来
桂林旅游的，他们在桂林国际旅

游批发市场购物时，看到路
旁有一家福利彩票投注站。
曹女士提议买几注刮刮乐彩
票，何先生欣然同意了，于
是小两口走进彩票店，购买
了 5 张 2 元的 Q3 刮刮乐彩
票。当曹女士刮开第一张彩
票时，就中了 3万元。
何先生说，想不到这次

来桂林旅游能收获意外惊
喜，真的是太开心啦！

卢显周

第一位：窄幅波动目前暂无
改观，大数优势仍占上风，温奇
冷偶较佳组合。参考： 4 、
5、 7。
第二位：左翼真空地带有待

填充，追踪大小交替模式，优先
考虑缺省偶数。参考： 3 、
4、 8。
第三位：重心宽幅右移寻求

平衡，大数回补指标凸显，设防
温态奇偶走热。参考： 2 、
5、 6。
第四位：两极分化态势依然

存在，严防小数延伸拓展，缺省
奇偶应为首选。参考： 1 、
4、 8。
第五位：走势上有缓慢调整

迹象，大数将有一轮强势，奇数
质数仍可看好。参考：5、7、
9。
第六位：近期落点偏左强势

盘整，谨慎小数间歇表现，防范
温码偶数砸盘。参考：2、4、
8。
第七位：单边形态已是强弩

之末，设防大小互动格局，筛选偏
冷奇偶出号。参考：0、1、6。

综合分析：继续追踪偏态
格局，关注 ABAC结构。本期
以 1、2路号码为基准、以小数奇
偶为重点。大小比为 3∶4；奇偶
比 4∶3；和值在 32点位左右。
参考组合： 15 、 25 、 45 、
48、 78。
实战复式：第一位： 4 、

5；第二位： 3、 8；第三位：
2 、 5 、 6 ；第四位： 1 、
4 、 8 ；第五位： 5 、 7 、
9；第六位： 2、 4、 8；第七
位： 1、 6。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旺彩

近日，一位三十多岁的年
轻男子来到南宁市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要求办理兑奖手续。
经工作人员核对，该彩民喜中
刮刮乐彩票“五倍惊喜”头奖
20万元。
据了解，这位彩民姓罗，四

川人，目前在南宁打工。罗先生
说他平时经常购买刮刮乐彩票，
每次买十几元试试运气，偶尔也
会中些小奖。在 2017 年 12 月
23 日那天，他在位于西乡塘区
西耐路的福彩 45010230号投注
站花 10元钱，买了 2张“五倍
惊喜”的刮刮乐彩票，当场刮
开，没想到刮到第二张的时候中
奖了。罗先生从中奖到兑奖一直

都表现得很平静。他说这笔奖
金对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不
是小数字，真的很意外，是福
彩给他带来了好运，他表示会
继续购买彩票，支持福彩事
业，在自己得到好运的同时也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投注站业主凌女士说，看

到彩民在她的站点中出大奖她
也很开心，其实当天她来来回
回拿出“五倍惊喜”这个票，
想自己刮的，可是都一直没有
刮，如果她刮了可能大奖就是
她自己中了，她还说该出手时
就出手，要不就后悔了！

雷雷

为保证新交易制度顺利实施，验证各方技
术系统的部署情况， 1月 8日，全国股转系统
下发《关于开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
易制度改革通关测试的通知》，定于 1月 13
日进行交易制度改革通关测试。在此之前，全
国股转系统就交易制度改革进行了第六次全网
测试。
在此之前，新三板仅有协议和做市两种转

让方式，按照此次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 (简称《转让细
则》)，新三板交易制度将新增集合竞价转让
方式，细分为盘中做市转让、盘中集合竞价转
让、盘后协议转让以及线下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等 4种方式。此次测试完成后， 1月 15日将
正式实施新交易规则。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新三板交

易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为持续改善流动性奠定基础。

修改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引入集
合竞价交易制度，原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股票
盘中交易方式统一调整为集合竞价，同时与分
层配套，实施差异化的撮合频次。二是分类纾
解协议转让需求，对于单笔申报数量不低于 10
万股或转让金额不低于 100万元的交易，可以通
过交易系统进行协议转让；对于属于特定事项
的协议转让需求，可以申请办理特定事项协议
转让业务。三是完善做市转让方式，采取做市
转让方式的股票，增加特定条件下的协议转让
安排；改革收盘价确定机制，增强价格稳定
性。四是将前期以通知形式规定的申报有效价
格范围纳入《转让细则》。
此次引入集合竞价制度，在综合考虑了基

础层和创新层股票的流动性水平和投资者交易
需求的基础上，确定了基础层集合竞价股票每
日撮合 1 次；创新层集合竞价股票每日撮合 5
次。 据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