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合作再结硕果

中国轻轨获土
5亿美元订单
据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29日发布的消息，该公司与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市政府日前签订合
同，将向后者出口5亿美元的轻轨
车辆。这是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
进入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单，也是中
土“一带一路”合作的最新硕果。
据了解，中国此次出口土耳其

的先进轻轨车辆，将运行在伊斯坦
布尔机场线。这批轻轨采用
ISO22163国际铁路行业标准，在
外形风格、技术接口上将与伊斯坦
布尔地铁交通既有线路实现兼容，

可在伊斯坦布尔老线和新线上实现
安全可靠的混跑运行，还可满足目
前线路有人驾驶要求和将来新、老
线无人驾驶要求。
据介绍，这款轻轨车辆车身设

计宽 2 . 65 米，车辆内部净高 2 . 1
米，最高运营时速 80 公里。每列
车辆为 4节编组，全部带动力，最
大载客量超过 1500人。车辆采用
铰接式转向架，最小行驶转弯半径
仅 30 米，极大提升了乘车舒适
度。

据新华社

■昨日股市

29日，在白酒、保险、银行等权
重板块的拖累下，A股低开低走。除
创业板外，各指数跌幅均逾2%。
当日，上证综指以2593 . 59点低

开，全天震荡下行，最终收报
2542 . 10点，较前一交易日跌56 . 74
点，跌幅为2 .18%。
深证成指收报7322 . 24点，跌

182 .48点，跌幅为2 .43%。
创业板指数跌1 . 01%至1250 . 48

点。中小板指数跌 2 . 3 4 %，以
4909 .62点收盘。
沪深两市个股几乎全线下跌，仅

641只交易品种收涨，2816只交易品
种收跌。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
股，两市逾30只个股涨停。贵州茅台
跌停。
板块概念方面，畜禽养殖、房屋

建设、半导体涨幅居前，涨幅都在
1%以内；白酒饮料、机场、通信运
营跌幅较大，跌幅在6 .0%以上。
当日，沪深B指也以绿盘报收。

上证B指跌1 . 42%至266 . 61点；深证
B指跌2 .53%至865 .07点。

板块聚焦：
分析认为，近期多因素叠加致白酒权

重股出现大幅调整。一是市场上出现了白
酒行业税收政策调整的传闻。但在目前经
济环境下，白酒上调消费税概率较小。二
是10月22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
案二度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二审稿
中国家将加强对公民过量饮酒危害的宣传
教育，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过，
白酒消费中未成年人消费占比极低，此次
二审稿的修订对白酒市场需求的实质影响
较小。三是随着季报的披露，市场对白酒
景气周期能否持续存在分歧，机构集体调
仓或者被动减仓都会放大白酒板块的指数
波动。在市场情绪比较低迷的情况下，板
块估值会受到一定压制。 本报综合

权重股拖累下A股低开低走
沪指跌逾2%

近日，财政部公布 2018年 9月份
全国彩票销售情况。今年 9 月，全国
销售彩票 418亿，同比增长 13 . 3%；
其中，体育彩票销售 240 亿，同比增
长 24 . 3%。今年 1至 9月，全国销售
彩票 3834亿，同比增长 23 . 4% ；其
中，体育彩票销售 2181亿，同比增长
43%。
透过财政部公布的全国彩票最新销

售情况，不难发现，无论是对比上一个
月的销量，还是站在全年的高度来看，
体彩市场传出的信息和信号都足以令体
彩从业者感到振奋。这些信息和信号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体彩市场继续保持突显平稳

性和持续性的良好发展势头。自今年 3
月首次突破 200 亿大关以来，体彩单
月销售额已连续 7 个月保持在 200 亿
之上， 3至 9月销量分别为 203亿、
219亿、 211亿、 395亿、 355亿、
240亿、 240亿。综观月度表现，除 6
月和 7 月因俄罗斯世界杯竞彩热销而
拉动体彩单月销量飙升至 300 余亿之
外，体彩在其它各月的销量都保持在
200 亿至 240 亿之间，在高位运行的
同时，保持窄幅波动，“稳”成为关键
词。
第二，竞猜型游戏势头强劲，尾劲

不减。今年 6 月和 7 月世界杯期间，
得益于竞彩销量爆发式增长，体彩竞猜
型游戏高歌猛进。世界杯后，竞猜型游
戏继续表现出良好态势。 1 月至 9
月，竞猜型游戏销售 1275 . 46亿，同
比增长 94 . 6%；其中， 9月单月销售
145 . 86 亿，同比增长 48 . 8% 。这表
明，在第四季度来临之前，竞猜型游戏

的市场表现强劲有力，尾劲十足。
第三，全年体彩销量实现跨越式增

长，公益金贡献水涨船高。截至 9 月
底，体彩今年销量已达 2181 亿，比
2017年2096亿的全年销量多出84多亿。
去年，体彩全年筹集公益金达523亿。今
年，在销量得到进一步提振的同时，体
彩筹集的公益金也必将水涨船高，为我
国体育事业和公益事业提供更多更大的
强有力支撑。
第四， 31省份销量增长，“百亿军

团”壮大。今年 1至 9月，全国 31省份
销量实现增长，增幅超 60% 的达到 10
个。令人瞩目的是，截至 9 月，今年体
彩销量超过 100 亿的省份，新增加河
北、湖北两省，连同此前的江苏、广
东、山东、浙江、河南五省，形成“ 5+
2”新格局，构建“百亿七省”。这预示
着，体彩“百亿军团”进一步发展壮
大，体彩“火车头”马力更强。
有趣的是，一提体彩的“ 5+2”，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大乐透开奖
号码中前后区的个数搭配。这一次，“ 5
+2”的意义有点不一样了。

据《中国体彩报》

这一次“5+2”的意义有点不一样

10月 28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游戏进行第 2018126 期开奖，这是
2018年双色球 10亿元大派奖活动启动
后的第四期派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
为 01、 06、 08、 09、 14、 22，
蓝球号码为 05。
当期双色球开出头奖8注，其中5

注一等奖为复式或胆拖投注，单注奖
金为 1 2 5 8万多元（含派奖 5 0 0万
元）。这5注一等奖特别奖分落3地。
其中，湖南 3注，贵州 1注，云南 1
注；另外3注为非复式或胆拖投注，不
参与派奖活动，单注奖金 7 5 8万多

元，这3注非复式或胆拖投注一等奖花
落3地，其中，安徽1注，云南1注，
青海1注。
当期双色球六等奖开出1272万多

注，其中 686 万多注为复式或胆拖投
注，参与派奖活动，最后中奖金额为每
注 10元（含派奖 5元）。当期二等奖
开出 138注，单注金额 18万多元。
据广西福彩中心机房搜索，本期中

出的双色球二等奖落户于南宁市，中奖
票为一张11+2的复式票。

廖丽华

双色球 2018126期
头奖特别奖 5注
单注奖金为 1258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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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日前宣
布，与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共同设立“浙江省新
兴动力基金”，主要投向浙江省内上市公
司，特别是民营上市公司，用于缓解企业
债务压力，化解近期金融市场风险。该基
金合作投资目标规模 100 亿元，首期规
模 20亿元。
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受多种因素

叠加影响下行明显，以民企为主的浙江上
市公司股票质押融资风险逐渐上升。近期
已有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股东部分质
押股票触及平仓线、债务危机风险逐步增
大。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表示，

设立“浙江省新兴动力基金”，是为化解
省内金融风险、吸引央企资源、撬动社会

资本，以求快速有效化解省内上市公司
大股东股票质押流动性危机。
该基金拟综合运用老股受让和定增

入股等股权投资形式，通过“入股还
债”提供流动性支持，着力缓解上市公
司阶段性现金流紧张和大股东股质融资
平仓压力。收购股份原则上不以控股
“拿壳”为目的，不改变实际控制人对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根据投前约定协议
实现资本退出。
据悉，“浙江省新兴动力基金”首

期投放将严格按照市场化机制和专业判
断遴选投资标的，目前已初步梳理出近
10 家重点跟踪研判的标的企业，并达
成初步意向。首单业务有望于近期完成
试水投放。

据新华社

浙江设立百亿基金纾困上市民企

10月 21日，茂名化州市下郭大道
44162314 福彩投注站一彩民仅花 10
元钱擒中“双色球”第 2018123期一
等奖 1 注，奖金 921 万元。当期全国
中出双色球一等奖6注，广东省内仅仅
中出1注，花落茂名，而这次大奖也是
茂名今年以来第四次中出双色球百万大
奖。
10月23日下午，大奖得主李先生

（化姓）前来茂名市福彩中心兑奖。他
是化州市本地人，年轻的时候一直做水
泥工养大两个孩子，闲暇时经常去投注
站买买彩票，已有20多年的购彩经
历，几乎每一期都买10元左右，且一
直钟情于双色球。而这张中奖的机选彩
票他已经坚守了多年，之前也中过 200

元、 10元等不同的小奖，他感觉这张彩
票会给自己带来好运，所以就一直守号
下去。他告诉工作人员，购彩也只是玩
玩试试手气而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
如此幸运中得921万元的巨奖。

据广东福彩网

茂名水泥工
喜中双色球 92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