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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债”
指引发布
加快中国债市对外开放
近期，中国银行间交易
商协会对外发布《境外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
引（试行）》，这将促进境
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业务规范发展，提升银行间
市场开放水平。
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
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
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该国
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
日本 “武士债券”、美国
“扬基债券”、英国 “猛
犬债券”等。
2005 年 9 月，国际多
边开发机构首次获准在中国
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从
此，境外机构在我国发行的
以人民币等货币计价的债券
被命名为“熊猫债”。
“熊猫债”市场随着中
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日益发展壮
大。据交易商协会数据显
示，截至 2018 年末，共有
41 家境外发行人在交易商
协会完成注册熊猫债
3832 . 1 亿元，共成功发行
87 单合计 1655 . 6 亿元。
随着“熊猫债”发行规
模不断上升，发行人数量和
类型日益增多，投资人结构
不断丰富，市场对于相关制
度建设提出了更高需求。
交易商协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自 2013 年 9 月开展
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发行工作以来，协会通过

试点项目积累，在制度规
范、业务流程方面进行了
有效探索，形成了相对成
熟的实践惯例。
“为解决境内外规则
惯例接轨问题，提高市场
运行效率，提升市场透明
度，夯实银行间市场对外
开放的制度基础，协会吸
收借鉴成熟市场经验和国
内实践，致力于推动‘熊
猫债’市场发展成为规则
透明、机制高效、流程规
范的市场，进而推动银行
间市场对外开放的持续稳
健发展。”该负责人说。
此外，银行间市场还
积极引入外资评级机构，
扩大银行间市场对外开放
领域。 2019 年 1 月，美国
标普全球公司在中国境内
的子公司标普信用评级
（中国）有限公司，经人
民银行备案和交易商协会
注册评价，成为首家获准
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
外资评级机构，银行间市
场的对外开放领域进一步
扩大。
“在银行间市场引入
外资评级机构，有利于促
进国内整体信用评级行业
不断完善评级技术体系，
持续丰富评级经验，促进
信用风险的有效识别和揭
示。”交易商协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新华社

春节返乡置业热潮降温
三四线城市楼市渐趋理性
在上海工作的王龙原本打
算这个春节假期回老家买房，
但和家人长谈后，他打消了这
个念头。“一方面考虑房价继
续上涨的空间不大，投资房产
收益小；另一方面，我从事半
导体行业，未来也想在上海继
续发展。”王龙说。
58 同城联合 36 氪近日发
布的《 2018-2019 返乡置业
调查报告》显示，在大城市工
作的人群中， 52 . 7% 的人有
回到家乡及周边城市置业的意
向，另有 38 . 0% 的人选择留
在工作的大城市拼搏。与
2018 年的 58 . 7% 相比，
2019 年返乡置业意向人群占
比略有下降。
返乡置业热潮降温，主要
是因为潜在购房者对楼市上涨
预期发生变化。
据中原地产统计， 2018
年，全国各地共进行房地产调
控 450 多次，成为迄今为止
调控政策出台最密集的一年。
去年年底，住建部在全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的要求，河南、福建等地地方
两会也明确提出“三稳”目
标，这表明楼市调控的稳定性
和连续性将会延续下去。
易居研究院分析师沈昕表
示，返乡置业曾是支持三四线
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力量，
但近两年三四线城市楼市宏观
调控逐步强化，消费者对于楼
市未来走势产生观望，也由此
导致返乡置业热潮降温。
相关专家表示，返乡置业
热潮降温表明三四线城市房地
产市场平稳消除泡沫，逐渐趋
于理性，也是各地落实“因城
施策、分类指导”调控政策的
具体体现。三四线城市房价的
平稳还有利于长效调控机制的
建立，进而弱化房地产业的投
资属性，实现“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据新华社

双色球 2019015 期

广西中出 1 注一等奖
2 月 3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
第 2019015 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11 、
15 、16 、20 、24 、31 ，
蓝球号码为 04 。
当期双色球头奖 13 注，单注奖金为 647 万
多元。这 13 注一等奖花落 8 地，山西 5 注，辽
宁 1 注，黑龙江 2 注，江苏 1 注，江西 1 注，
山东 1 注，广西 1 注，四川 1 注。
二等奖开出 181 注，单注金额 13 万多元。
其中，山东中出 21 注，排名第一；江苏、四川分
别中出 17 注，
并列排名第二；广东
（不含深圳）
中
出 16 注，排名第四；上海中出 12 注，排名第
五；此外，其它地区二等奖均低于 12 注。当期
末等奖开出 1063 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3:3 ，三区比为 1:
3:2 ；奇偶比为 3:3 。其中，红球开出一枚隔码
16 ；两枚斜连号 15 、 20 ；一组二连号 15 、
16 ；一组同尾号 01 、 31 ；蓝球则开出 04 。
广西福彩中心机房搜索，本期双色球一等奖

落户于东兰县，中奖票为 1 张投注金额 28 元的 7
+2 复式票（此票中 1 注一等奖 1 注二等奖）； 4
注二等奖落户于东兰县，中奖票分别为 2 张投注
金额 28 元的 7+2 复式票（每张中出 2 注）； 2
注落户于博白县，中奖票为 1 张投注金额 480 元
的（ 3 胆 10 拖蓝球 2 码）复式票（此票中 2
吴霞
注）。

双色球第 2019016 期号码分析
红球尾数分析
尾数区间分析：上期开出同尾号 11 、
21 ，尾数组数为 5 组，分别为 0 、 1 、 4 、
5 、 6 ，尾数和为 17 ，较上期下降了 5 个点
位，本期尾数和值关注 26-32 之间。 2 路尾红
球上期仅开出 1 枚，大数尾上期回补 2 枚，本期
关注尾号 3 、4 、5 、7 、8 、9 。
尾数冷热分析：上期小号区(0-4)开出 4 个
尾号，大号区(5-9)开出 2 个尾号，本期重点关
注小尾数 3 、4 及大数尾 5 、7 、8 、9 。
定位尾数分析：第一位关注尾 4 、 8 ；第
二位关注 3 、 4 尾；第三位关注 7 、 9 尾；第
四位关注 3 、 5 尾；第五位关注 7 、 8 尾；第
六位关注 9 、 3 尾，蓝球关注 046 尾。

蓝球分析
大小：上期开出小数，近 10 期蓝球大小比
为 5:5 ，近 30 期大数蓝球明显占优，本期防大
数蓝球。
奇偶：上期开出偶数，近 10 期蓝球奇偶比
为 5:5 ，近 30 期奇数蓝球明显占优，本期防偶
数蓝球。
质合：上期开出合数，近 10 期蓝球质合比
为 4:6 ，近 30 期质数蓝球稍微占优，本期防合
数蓝球。
振幅： 0 路振幅近期短缺，质数振幅连开 10
期，近期关注合数振幅。
尾数：近 30 期蓝尾 6-7 、 8-9 短缺，小数
昀霞
尾近期占优，近期防合数尾。

竞彩关注：

欧冠淘汰赛节后重磅上演
春节假期归来，竞彩迎来欧冠淘汰赛的较
量，周二率先进行的两场 1/8 决赛充满看点。
周二 006 欧冠 罗马 VS 波尔图
2019-02-13 04:00
罗马上赛季的欧冠之旅充满惊喜，大胜强大
的巴萨完成惊天逆转晋级四强。
然而，
本赛季纳英
戈兰、阿利森等主力球员的离开对球队防守影响
极大。近期，罗马经历了在 3 球领先的情况下被
连扳 3 球追平，又经历了 1 比 7 的大比分惨遭血
洗，
防守的问题是罗马晋级之路上的一大障碍。
波尔图则是唯一一支晋级十六强的葡萄牙劲
旅，
其最大的特点是出色的防守。
本赛季波尔图打
出创造队史纪录的各项赛事 18 连胜，在葡超也
高居榜首，势头正猛。锋线大将马雷加表现出色，
亦入选欧冠小组赛最佳阵容。37 岁的门将卡西利
亚斯仍然宝刀未老，而冬窗签下的中后卫佩佩为
球队后防又贡献了新的战力。
尽管罗马与波尔图在十六强中实力偏弱，但
两队实力相当，
两队的交锋毫无疑问会相当激烈。
周二 007 欧冠 曼彻斯特联 VS 巴黎圣日尔曼
2019-02-13 04:00
尽管曼联赛季初表现低迷，但随着前主帅穆
里尼奥下课、
救火教练索尔斯克亚的上任，
曼联摒
弃一味的防守反击战术，
更加注重于进攻。
换帅后

曼联渐入佳境，9 胜 1 平的优异战绩和强大的火力
都增添了球队的信心。
门神德赫亚早已走出去年世
界杯的短暂低谷，屡献神扑。博格巴与拉什福德近
期同样状态火热，
连场制造进球。
相反，
曾经的锋线
霸主卢卡库却因表现糟糕沦为替补席常客。
法甲霸主巴黎圣日尔曼先后以天价引进内马
尔、
姆巴佩，
与卡瓦尼组成极强的锋线组合，
横扫法
甲。
本赛季，
主帅图赫尔将内马尔安排在不同位置灵
活使用，
令对手无法猜透意图，
而内马尔的表现也并
未受到影响。
然而，
内马尔在法国杯中受伤，
将无缘
两回合淘汰赛，
这对于巴黎而言无疑是个巨大打击。
在外界看来，巴黎整体实力略占优，但法甲较
弱的竞争力使巴黎相对其他豪门劲旅缺乏打硬仗
的经验，
面对强队，
巴黎经常战绩不佳，
面对目前这
支如猛虎初醒的曼联，谁将晋级下一轮仍难以猜
旺彩
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