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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服务号 私人财富小管家

绑定国海证券官方微信服务号，开启微
信服务新时代，及时获取新股申购、中签提
醒，更有私人订制的服务信息、每日资讯更
新，个股诊断等服务。国海证券服务号，您
的私人财富小管家！

绑定方式：
第一步，微信扫码关注“国海证券服务

号”；
第二步，点击“进入公众号”，在右下方的

“服务”菜单中找到“账户绑定”选项；
第三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轻点“点击

绑定”进入绑定页面；
第四步，在绑定页面输入您的“资金账

号”与“交易密码”并点击“提交”按钮；
第五步，阅读完须知后勾选最下方的

“已阅读”选项，点击“提交”便可完成
绑定。
详询：0773-2825334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山中路

营业部

大乐透开出
1注 1000万大奖
奖池滚存至 59.58亿

企业投融资热线：
0773-2866252国海证券

6 月 30 日，体彩大乐
透第 2018075 期前区开出
号码 0 1 、 0 6 、 1 2 、
20 、 34 ，后区开出号码
04、 12。本期全国共销售
2 . 2亿元，为社会筹集彩票
公益金 7939万元。
本期全国仅开出 1 注

头奖，单注奖金为 1000万
元，落于安徽。
数据显示，安徽中出的

该注 1000万元头奖出自马
鞍山，中奖彩票为一张 10
+2 复式票，共中出一等奖
1 注、三等奖 25 注、四等
奖 1 0 0 注、五等奖 1 0 0
注、六等奖 26注，单票共
擒奖 1031万元。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

采用追加投注，该幸运儿在
头奖方面要少拿 600 万元
追加奖金，从而无缘单注
1600万元封顶头奖。
本期二三等奖的奖金成

色较足。二等奖开出 80
注，每注奖金为 16 . 50 万
元；其中 10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 9 . 90万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为 26 . 40 万元。三等
奖开出 395 注，每注奖金
为 1 . 18万元；其中 116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 7126元。追加后，三等
奖单注总奖金为 1 . 9 万
元。
奖号方面，前区 01、

06 、 12 、 20 、 34 分布
范围较广，各个号段上均有
号码开出。最小号码开出
01 ； 0 号段上还开出了
06 ，该号是此前最冷的号
码，曾有 30期没有露面；
1 号段上开出 12 ，该号复
制上期（第 2018074期）
奖号，且于最近 4 期开出
了 3 次，大热； 2 号段上
开出 20 ； 3 号段上开出
3 4 ，该号为前区最大号
码。
后区开出 04 、 12 一

小一大两个偶数号码，巧的
是，这两个号码完全复制了
上期后区奖号。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 59 .58亿元滚存至 7
月 2 日（周一）开奖的第
2018076 期，这一水位较
上期上涨，继续处在历史高
位。

易羽

作为集融资与融物、贸易与技术
更新于一体的新型金融业态，融资租
赁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
的作用。伴随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步
伐，作为汽车金融重要组成的汽车融
资租赁也有望迎来“黄金发展期”。
近日举行的“第十二届上海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洽谈会暨第二届融资租
赁高峰论坛”上，上海市租赁行业协
会副会长、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方蔚豪表示，
近年来中国汽车金融市场快速发展，
2017年体量或已超万亿元。他同时
表示，2017年中国汽车金融渗透率
达到39%，较上年有所提升，但仅达
到北美市场的一半水平，未来有望进
一步释放潜能。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观点认

为，随着“90后”消费群体的壮
大，汽车金融市场将迎来更快速度的
增长。而根据专业机构德勤的预测，
2020年中国汽车金融市场规模有望

达到2万亿元，渗透率提升至50%。
作为汽车金融的重要业务领域之

一，汽车融资租赁于上世纪80年代
进入中国。2008年1月银监会颁布
《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汽车融
资租赁业务开始步入正轨。2011年
开始，各路资本进入令汽车融资租赁
行业逐渐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零壹智库等机构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7年融资租赁车辆达到150万
辆，较上年增长三分之二，融资租赁
公司在汽车金融市场中的份额也从上
年的7%提升至11%。
在业界看来，汽车融资租赁有望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推动下迎来
“黄金发展期”。
方蔚豪分析认为，一方面，新生

代消费群体“使用”多于“拥有”的
汽车消费理念，有利于推动汽车融资
租赁市场发展。另一方面，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为汽车融资租赁提供了更多
变现渠道。而在金融去杠杆、非标资

产收缩的背景下，汽车成为满足贷
款场景需求的重要载体。
展现出良好发展前景的汽车融

资租赁市场，吸引着各路资本的目
光。除了腾讯、京东、百度等互联
网巨头以及中国平安等金融企业
外，行业中也涌现出众多中小规模
的租赁公司。
不过，对于试图从汽车融资租

赁市场分羹的中小公司而言，有限
的融资渠道、居高不下的资金成
本、相对薄弱的风控能力和尚待健
全的运营服务体系，是其起步阶段
难以回避的“痛点”。
在这一背景下，从2015年开

始布局汽车融资租赁的平安租赁开
始着手为同业“赋能”。方蔚豪透
露，平安租赁将凭借强大的资金获
取能力，开放车源体系、大中台体
系、运营服务等赋能平台，为中小
融资租赁公司提供平台、系统、风
控、科技、产品等支持，携手做大

市场。
今年4月零壹智库联合平安租

赁发布的《中国汽车融资租赁发展
报告2017》认为，中国汽车市场规
模达数万亿元之巨，融资租赁渗透
率为3%，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水
平，市场空间巨大。在新车市场增
长趋缓的背景下，二手车金融及融
资租赁市场前景持续向好；目前售
后回租仍占据市场主流份额，未来
直租业务将成为行业布局的重点。
而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金融
科技的应用，将通过改变价值和实
现价值的方式，为汽车融资租赁行
业的快速成长提供更多可能性。

据新华社

继国务院发文允许外商投资新三板后，
最近，市场期盼已久的公募基金进入新三板
获得了五部委联合发文支持。业内人士认
为，新三板正加速推进投资机构多元化，市
场流动性有望改善。
人民银行、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
见》（下称《意见》）。《意见》在“拓宽
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大直接融资支持力度”
这一部分中，提出新三板在深化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的任务，即，“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
支持。持续深化新三板分层、交易制度改
革，完善差异化的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
提升新三板市场功能。推动公募基金等机构
投资者进入新三板。”
公募基金是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最专

业的机构投资者。推动公募基金入市仅仅是
管理层近期推动增量资金进入新三板的举措
之一。6月15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

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
施的通知》提出，比照上市公司相关规
定，允许外商投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随后，全国股转公司进一
步明确，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以及符
合国务院相关部门规定的境外战略投资
者，均可参与投资新三板挂牌公司。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

募基金、外资投资新三板的政策一旦落地
实施，加上已经入市的私募基金、资管计
划和信托计划等，新三板投资机构多元化
态势渐渐成行，新三板机构投资主体类型
有望和A股比肩。
业界认为，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外资

投资新三板，还需等待监管部门的细则和
操作指引。

据《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