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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融资专栏

券商新三板业务综合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3D游戏第2018070期
10省份返奖率超100%

企业投融资热线：
0773-2866252国海证券

“零距离”投教唤醒
投资者权益保护意识

竞彩赛事聚焦：

中国主场力抗威尔士
周四001 中国VS威尔士
备受关注的2018“中国

杯”足球锦标赛将于3月22日
在广西体育中心拉开战幕。根
据赛程，中国队将在3月22日
揭幕战上迎战威尔士。目前威
尔士世界排名为第20，中国
位列65，中国队尽管实力上
处于下风，但坐拥主场之利，
而且头号射手武磊刚在联赛中
收获“大四喜”，状态正佳。
阵容上，武磊、郜林、冯潇
霆、于大宝、赵旭日等中超
名将顺利入选，其余球员也
多是参加12强赛的主力球员
和具有实力的U23球员。据
悉，本场比赛将开售竞彩胜
平负玩法单关固定奖，值得
彩民关注。
纵观两队实力，结束世预

赛之后，中国队出战多场热身
赛，但是还没有胜绩。威尔士
近两场热身赛没有胜绩，球队
处于新老交替阶段。3月22日
与威尔士的比赛，也将是威尔
士队主教练吉格斯带队亮相的
首场比赛，过往两队没有交锋
记录，不过就整体实力而言，
威尔士无疑占优。但是中国队

毕竟是东道主，且队伍磨合逐
渐成型，所以本场应有平局的
可能。
胜平负推荐：平、负
总进球数推荐：2、3、4

周四004 科林蒂安VS布拉干
蒂诺
这是巴西圣保罗州联赛季

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
交锋，在首回合交锋中，科林
蒂安客场2比3负于布拉干蒂
诺。
两队虽然实力差距较大，

但是过往交锋科林蒂优势较为
有限。好在首回合仅仅是净负
一球，这为本场翻盘提供了可
能，看好科林蒂安取胜晋级。
胜平负推荐：胜
比分推荐：3比1、2比1

钥匙

101万元奖金，这是贵州
省彩民在 3 月 18 日福彩 3D
第 2018070 期开奖中的收
获，当期贵州省的返奖率也达
到了 85%以上。
3D游戏第 2018070期开

出顺子号“ 567 ”，当期全
国总销量为 4400万元，中出
单选34849注，中出组选六
44975注，返奖奖金4526万
元,返奖率102 . 86%。其中10
省份返奖率在100%以上，返
奖率最高的是山东，当期返奖
率达167 . 20%，其次是宁夏
返奖率158 .68%。

当期贵州省3D销售总额为
1 1 9万元，全省返奖率达
85 . 19%，中奖金额达到了101
万元，其中中出单选824注，
中出组选六898注。
3D游戏具有玩法简单、固

定设奖、中奖率高、娱乐性强
等特点，受到广大彩民的喜
爱。据资深彩民表示，3D选号
少，投注方式多，彩民只要把
握机会，灵活运用各种投注方
式，意想不到的爱心回报也许
就会降临在您的面前。

据贵州福彩网

近日，全国股转公司发布 2018年 2月主办
券商执业质量评价结果，这是股转公司对券商评
测办法进行修正后的首次应用。业内人士表示，
新的评价办法进一步考察券商综合的、全产业链
的服务能力。而面对挂牌行为减少、二级市场冷
淡的状况，券商在新三板业务的综合能力和实力
面临着很大考验。
这是股转公司对券商评测办法进行修正后的

首个评价结果。本次评测中增加了“研究报告数
量”和“净承接督导数量”两项指标，这两项业
务开展积极的券商获得奖励。
今年 2月全国股转公司共记录负面行为 65

条，涉及 32家主办券商。其中交易管理类负面
行为最多，共 36 . 5条，占比 56 . 15%。其次，
推荐后督导类 14条，占比 21 . 54%；推荐挂牌
类 8 . 5条，占比 13 . 08%，综合管理类 6条，占
比 9 . 23%。
全国股转公司指出，交易管理类中，负面行

为清单第 26条问题突出，主要为在转让日的 9:
30未对做市股票发布买卖双向报价。

业内人士表示：“交易员手工报价，可能
是漏掉了，也可能券商系统出现了故障，这个
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
全国股转公司特别点出各项业务中最容易

犯错的券商。
业内人士表示，其实与一月的负面行为相

比，二月明显减少，这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有
一定关系，投资机构包括券商，还处在适应新
交易规则的阶段，因此，主办券商会更加的谨
慎。另一方面， 2 月份新增的挂牌行为是比较
少的，同时有很多摘牌行为。挂牌少自然出现
负面行为的概率也相应地降低了。
整体而言，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券商在新

三板业务的综合能力和实力面临着很大考验，
之前通过挂牌和坐收做市交易买卖的利差收入
的盈利模式可能已成过去式。对券商来说，现
在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一方面是风险控制管
理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
就是产生收入的难度挑战正不断加大。

据《中国证券报》

打造“权益３６０”投教品牌、搭建五位一
体的权益投教平台……针对市场投教的薄弱环
节和投资者的迫切需要，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
中心正积极探索投资者权益教育新方式，帮助
投资者了解自身享有的法定权利，推动投资者
积极行权，依法维权，提高投资者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进而增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
心。
投服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在当前的资本市

场上，仅有３８％的投资者学习过权益知识，
６０％的投资者把缺乏权益知识作为主要的行
权维权障碍，９５％的投资者希望加强权益知
识学习。
对此，投服中心负责人表示，投服中心提

出了“知权、行权、维权”的投教理念，把投
教工作定位于为中小投资者提供差异化、有针
对性的投资者权益教育服务上，帮助投资者实
现从“股民”向“股东”的转变，从“无序维
权”向“依法维权”转变，让投资者认识到自
己既是“证券投资者”，又是“金融消费
者”。
具体来看，在打造“权益３６０”投教品牌

上，投服中心通过“线下”结合“线上”的方
式，与投资者零距离交流，并探索形成了持股
行权、纠纷调解、支持诉讼等一整套创新机

制，零距离为投资者服务。
在搭建五位一体的权益投教平台上，投服

中心联合派出机构、交易所、行业协会，通过
“权益３６０”投资者大讲堂全国巡讲、“权益
３６０”投教丛书、公众号“权益３６０”栏目等，
为广大中小投资者提供３６０度全方位的权益宣
教服务，促进形成投资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
资本市场。
据了解，目前投服中心正在承建中国投资

者网，定位为开展投资者保护工作的综合性基
础设施，以投资者教育和在线服务为主要功
能，为投资者提供资讯查询、参与行权、纠纷
调解、诉讼与支持诉讼的有效平台。
投资者教育永远在路上。该负责人说，未

来，将继续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权益宣教工
作，努力补齐资本市场现有投教工作的短板，
促进投资者教育发挥其在投资者权益保护中应
有的作用。

据新华社

相隔4期又迎双色球头奖

沁阳彩民再交好运
近期，沁阳彩市热闹非

凡。先是福彩双色球2018024
期，一位彩民喜中748万余元
头奖，中奖热度还未退去，沁
阳彩民“梅开二度”，在双色
球2018029期开奖中，收获
892万余元的一等奖和28万余
元的二等奖各一注，而更让人
羡慕的是，该一等奖和二等奖
是被一人所中，这位幸运彩民
共揽奖金 920万余元。
此次爆出大奖的幸运站点

是位于沁阳市紫陵镇大街的
41580109号投注站。据该投
注站业主任先生介绍，中奖彩
民是有着多年购彩经历的老彩

民，对福利彩票双色球的兴趣
尤为浓厚，平时经常自己研究
号码。“中奖彩民买彩票大多
数时间都是自己看号，有时也
会机选几注号码。”任先生
说，“这次中奖的号码就是他
自己看的‘6+2’复式号。”除
了这注一等奖，中奖彩民还中
得了一注二等奖，这样的好运
着实让众人羡慕不已，中奖信
息一经传出，就有不少彩民赶
到任先生的投注站向他道贺，
也有彩民趁热打铁，在任先生
的投注站里买上几注双色球，
希望能接力这份好运。

据河南福彩网

两市成交继续放大 沪指3300点得而复失
■昨日股市

暂别近期持续反弹走势，２１日 Ａ 股上演
“跳水”行情。上证综指３３００点得而复失，近
日表现强于大盘的创业板指数录得近２％的较大
跌幅。两市成交继续放大。
当日上证综指以３２９９．７３点小幅高开，早盘

轻松突破３３００点整数位。上摸３３１４．２１点的全
天高点后，沪指缓步下行，午后更出现一波“跳
水”行情。尾盘沪指收报３２８０．９５点，较前一交
易日跌９．６９点，跌幅为０．２９％。
深证成指收报１０９８０．５５点，跌９７．２５点，

跌幅为０．８８％。
近日表现强于大盘的创业板指数当日走势相

对较弱，跌１．８６％后，以１８２９．９１点报收。中
小板以７５２９．６２点报收，比上个交易日跌５０．１０
点，跌幅０．６６％。
伴随股指调整，沪深两市大部分个股告跌，

上涨品种总数不足１１００只。不计算ＳＴ个股和未

股改股，两市近５０只个股涨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跌。软件服务、水

泥、葡萄酒，以及前一交易日涨幅领先的医药板
块当日跌幅靠前。公共交通、贵金属、航天国防
等板块逆势录得１％以上的整体涨幅。
沪深Ｂ指双双收跌。上证Ｂ指跌０．４４％至

３２８．０５点，深证Ｂ指跌０．１７％至１１６９．４７点。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沪深两市成交继续放

大，分别为２０８６亿元和２７２９亿元，总量超过４８００
亿元。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