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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钢价明显下跌
进口矿价进入下行通道

镇江彩民中双色球千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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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年来，雷锋精神代代
传扬，雷锋精神的内涵也顺应
时代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那
么，对于中国体育彩票而言，
它与雷锋精神存在哪些内在关
联？
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

票，遵循“来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发行宗旨。全国统一发
行二十余年来，体育彩票事业
及其从业人员和参与者不断踊
现与雷锋精神相吻合的“好人
好事”，体育彩票倡导的公
益、乐善、爱心、奉献等精
神，其本质与雷锋精神高度契
合。
全国各级、各地体育彩票

机构，每逢 3 月 5 日前后都
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树
新风等活动，弘扬正气，传递
正能量，日益受到各界瞩目与
好评。以 2017年为例，内蒙
古、山东、湖南、江苏、浙江
等地体彩机构纷纷开展“学雷
锋、服务在网点”、携手医院
为市民义诊、为重病老人捐
款、观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座等活动。
平日，体彩人也将学雷锋

的行动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
中，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
国家号召变成了体彩行业的自

觉要求。近年来，面向社会的
体彩志愿服务团队，其规模与
影响力不断扩大，为需要帮助
的群体送去关爱，用爱心点亮
着雷锋精神这盏正气明灯。
在百度中搜索“体彩 雷

锋”的关键词，能查到相关结
果达到“约 561000 ”个———
这一细节，或许能折射出体育
彩票与雷锋精神的息息相关。
有评论指出，无私奉献的雷锋
精神与“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以及倡导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体
育彩票理念不谋而合。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与发

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要
求永不过时。
据《中国体彩报》

尽管今年前两个月新三板定增市场并不算
活跃，但政府引导基金和产业资本唱主角，给
市场带来了不少亮色。
今年前两个月，投资金额超亿元的机构有

9 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支政府引导基
金———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国投上海基金”)，其认购
总金额近 2 . 5亿元，在所有投资机构中排名第
三位。
国投上海基金来头不小，是国家科技成果

转化引导基金的 8支创业投资子基金之一，首
期规模达到 100亿元，排名 8支子基金之首，
重点服务国家战略，聚焦科技重大专项，利用
国家引导资金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加速推进科
技成果转化。
另外一家认购金额超亿元的政府引导基金

是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简称“安徽毅达皖江基金”)，其
认购额度 1 . 3亿元，在今年前两个月机构定增

额排名中占第七位。
另外，四川弘远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国投高新(深圳)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等这些政
府引导基金今年前两个月在新三板的布局也是
非常频繁，看中的大多是高新技术企业。
除了各地的政府引导基金，各路产业资

本也摩拳擦掌，显得十分活跃。
今年前两个月投资金额排名第一位的产

业资本是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认购
金额近 2亿。 2013年成立的现代种业发展基
金存续期 10 年，首期规模 15 亿元，由财政
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各出资 5 亿元，是目前国内第一支具有政府
背景、市场化运作的种业基金，主要对高成
长性的种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各路产业资本对新三板各行各业内的优

质企业“买”意渐浓，不仅给挂牌公司带来了资
本,更是带来了产业资源。 据《上海证券报》

节后经过一个短暂的“开门红”之
后，国内现货钢价开始明显下跌，吨价跌
幅超过百元。终端的需求释放也尚未见明
显起色。与之相应，铁矿石市场也稳中趋
降，特别是进口矿价，连续下滑。
据国内钢铁资讯机构“我的钢铁”提

供的最新市场报告，最近一周，国内现货
钢价综合指数报收于１４９．７４点，一周下跌
３．０３％。此前一周，钢价还在震荡走强，
这一周的价格却已是大幅下挫。各钢材品
种价格的跌幅都比较大，吨价跌幅均超百
元，螺纹钢比板材跌幅更大。
在建筑钢市场上，价格大幅下跌。全

国主要市场主流规格螺纹钢品种的均价为
每吨４１０５元，一周下跌１９３元。市场人士
反映，到目前为止，终端需求的释放相对
比较迟缓，与市场原本的良好预期存在差
距。受市场高库存的影响，商家报价持续
下跌。加之，黑色系期货市场行情连日下
挫，钢坯价格大跌，市场心态转空。不
过，价格连日下跌之后，市场的低价位成
交有所放量。
在板材市场上，价格也是全面下跌。

热轧板卷价格大幅下跌，全国主要市场主
流规格热轧产品的市场均价为每吨４０９８
元，一周大跌１４４元。中厚板价格下行，
全国主要市场主流规格普中板的平均价格

为每吨４２２０元，一周下跌６２元。有一点
值得注意，国内的主流钢铁企业最新公布
的４月份冷热轧产品出厂价格出现一定幅
度的上调，这对市场心态有所支撑。
铁矿石市场稳中趋降。据“西本新干

线”的最新报告，在国产矿市场上，河北
地区铁精粉价格基本平稳。钢厂对铁精粉
的采购积极性并不太大。进口矿价格连续
下跌，截至８日，６２％品位进口铁矿石价
格为每吨７２美元，一周下跌５．６５美元。
目前，港口铁矿石库存虽有所下降，但仍
处于历史高位。
相关机构分析认为，今年春节后钢材

市场的库存增幅超出预期，因此市场对元
宵节后终端需求的快速释放预期较高。而
事实上，在多因素的影响下，需求恢复相
对比较缓慢，社会库存仍在大幅攀升，这
导致市场的情绪急转直下，现货商家加快
出货以回笼资金。短期内钢价仍存在一定
的下行压力。

据新华社

3月 1日晚上，第 2018023
期福彩双色球开奖，镇江市一位
彩民采用复式投注的方式，幸运
中得千万大奖！
中出本次大奖的 32110191

福彩投注站负责人梁素芹说，这
位幸运彩民是个老彩民，当晚他
在外面吃饭应酬，不能到投注站
来购买彩票，就把自选号码通过
微信发给了梁素芹。梁素芹当即
把这张彩票打了出来，并且拍了
一张照片给他。想不到这位彩民
自选的号码，中得了一等奖 1
注、二等奖 3 注，共计奖金
1049万元。
“中奖的彩民是有多年经验

的老彩民，但是这次是他第一
次采用复式投注的方式购买彩
票。另外，这位彩民在自选号
码上很有一套，上期他所购买
的彩票也只与一等奖号码相差
一个数字，这次‘ 6+4 ’的
复式投注，总共花了 8元钱，
更是注注都中。”梁素芹说。
镇江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彩民，中
了大奖固然值得庆祝，但也希
望广大彩民以平常心态购买彩
票，不要盲目追号。

据江苏福彩网

天津滨海新区江先生在 8
个月前开始投注双色球，期期坚
守 5注号码，用 10元钱的投注
中得了 1000万的大奖。
江先生是福利彩票的忠实彩

民，一直以来特别喜欢投注快乐
十分，因为投注的时间长了，而
且常常中奖，和站点销售员成了
朋友。销售员建议他：“快乐十
分虽然容易中，但奖金不解渴
啊。不如你也试试投注双色球，
这个要是中了大奖，那才叫改变
命运呢！”江先生觉得销售员说
得也有道理，就让销售员机选了
5注双色球号码，并从此开始坚
持期期投注，当作购买快乐十分

之余的一种乐趣。
双色球 2018023 期开奖

当天，江先生在单位加班到晚
上 11点多才回家。又困又累
的他躺在床上，打算再看两眼
手机就睡觉，结果看到了当期
的双色球开奖号码，觉得号码
有些眼熟的他马上拿出自己的
彩票核对，结果发现其中一注
中了一等奖。难以置信的他顿
时从床上一跃而起，叫醒了正
在睡觉的妻子一起来核对。经
过反复核对后，两人睡意全
无，因为他们确认真的是中了
一等奖。

据天津福彩网

继上周五大幅上涨后，本周第一个交易
日， A 股市场继续放量上涨，呈现普涨格
局。创业板指数一度突破 1900点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以 3319 . 21 点小幅高

开，一路高位震荡盘整，最终收报 3326 . 70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19 . 5 3 点，涨幅为
0 .59%。
深证成指收报 11326 . 27点，涨 131 . 36

点，涨幅为 1 .17%。
“中小创”涨幅也逾 1% 。创业板指数

当日收报 1882 .41点，涨幅为 1 .40%。中小
板指数涨 1 .52%，收盘报 7781 .58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品种为

2853 只，下跌品种为 401 只。不计算 ＳＴ
股和未股改股，两市逾 60只个股涨停。
从板块概念来看，小金属、无人零售、

储能涨幅居前，涨幅均逾 2%；雄安地产、
特色小镇、房屋租赁跌幅居前，跌幅都在 1%
以上。
当日，沪深Ｂ指涨幅也逾 1%。上证Ｂ

指涨 1 . 83% 至 336 . 78 点，深证 Ｂ 指涨
1 .17%至 1189 .41点。
伴随股市上涨，沪深两市成交量有所放

大，分别成交 2478亿元和 3592亿元，总计
逾 6000亿元。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