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行报告：
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提升

顶呱刮首款三联张即开票“遇见敦煌”

在广西上市

上饶彩民中出江西福彩最大奖 4645 万
中国人民银行 16

日发布报告显示，央行
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
政策传导，促进降低社
会综合融资成本，传导
效率明显提升，为实现
“六稳”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
金融环境。

央行发布的 2019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显示，第三
季度以来，央行完善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 LPR ）形成机制，
进一步畅通渠道，提高
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同
时，宣布全面降准 0 . 5
个百分点，引导货币供
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
理增长，并灵活运用中
期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松紧适度。
此外，央行对仅在省级
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商
行额外降准 1 个百分
点，加大结构调整引导
力度，支持民营、小微
企业发展。

央行报告称，总体
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
成效显著，传导效率明
显提升。前三季度人民
币贷款新增 13 . 6 万亿
元，同比多增 4867 亿

元，多增部分主要投向
了民营和小微企业等薄
弱环节。企业综合融资
成本稳中有降， 9 月企
业债券加权平均发行利
率为 3 . 33% ，较上年
高点下降 1 . 26 个百分
点，其中民营企业债券
加权平均发行利率较上
年高点下降 1 . 8 个百分
点；新发放企业贷款利
率 较 上 年 高 点 下 降
0 .36 个百分点。

央行相关人士认
为，当前，中国经济保
持平稳发展的有利因素
较多，宏观政策效果逐
步显现，不存在持续通
胀或通缩的基础。但外
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
多，我国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加大，食品价格指
数同比上涨幅度较大，
未来一段时间需警惕通
胀预期发散。

报告称，下一阶
段，央行将实施好稳健
的货币政策，注重预期
引导，坚持用市场化改
革方法降低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
增加对实体经济特别是
民营、小微企业的支
持。

据新华社

顶呱刮再添新成员！近日，即开
型体育彩票顶呱刮首款三联张套票

“遇见敦煌”在广西各地上市销售。
该款套票以敦煌飞天为主形象，融
入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等景点元
素和张骞等人物形象，精心手绘而
成，极具收藏价值。该款套票单票面
值 10 元，一等奖奖金 25 万元。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
以“敦煌石窟”和“敦煌壁画”闻名天
下，是世界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
陲玉门关、阳关的所在地，是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沿着丝绸之路，中国的
丝绸及先进技术不断向西传播到中
亚、西亚甚至欧洲，而来自西域的物
产亦传播至中原地区。中西文化在
这里汇聚、碰撞、交融。丝绸之路是
我国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敦煌也
由此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
珠。

敦煌壁画包括敦煌莫高窟、
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
552 个。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
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是华
夏文明的瑰宝。只要看到优美的
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
艺术。

敦煌飞天既有佛学韵味，又
有艺术美感，是中国艺术家的天
才之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
将中华文化瑰宝融入顶呱刮票面
设计之中，丰富了即开票产品的
文化承载内涵，提升了文化感和
价值感。

“遇见敦煌”是一款文化类
主题票。三联票的设计，使得“遇
见敦煌”成为一幅完整的“飞天”，
既具有收藏价值，也兼具装饰功
能，把它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好
似把敦煌壁画“搬”到了家中。

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
顶呱刮发行了多款“国”系列即
开票，如国色“中国红”、国庆
“我们的生活”、国运“赢”以
及“国宝”，最近上市的国风
“遇见敦煌”，为“国”字号即
开票再增加一个新品种，为喜欢
即开票的购彩者带来更多选择。
购彩者每购买一张“遇见敦
煌”，将贡献2元公益金，完成
一次随手做公益的善举。劳大明

11 月 12 日，继信丰、鄱阳县
彩民喜中双色球 600 多万元大奖
后，上饶彩民凭借一张 5 倍机选
票，又中 4645 万元大奖，这也是
江西福彩站点中出的史上最大奖！

据了解，这已经是江西福彩双
色球今年中出的第 27 个大奖，距
离上次鄱阳大奖仅时隔 1 期！该大
奖出自信州区庆丰路万嘉国际花园
大门口旁边 36072075 投注站，中
奖彩票为一张 50 元的单式机选
票。由于正值双色球 12 亿元大派
奖，根据活动规则，该彩民除中得
5 注一等奖外，还可获得 5 注一等
奖特别奖奖金，获得累计奖金高达
4645 万多元。 14 日下午，大奖得
主黄先生（化姓）在家人的陪同下

来到江西省福彩中心兑奖。
据大奖得主黄先生描述中奖

情形，他说道：“买完彩票第二
天我又去他店里继续买，顺便让
老板看看昨天的彩票中奖没，谁
知道一过投注机，啥都没显示，
业主就把彩票揣到兜里了。”
“揣兜里了？”记者疑惑地问
道。“对，之后他就把我拉到一
边没人的地方，拿出彩票告诉我
这张彩票中大奖了，要去南昌
领。”说着，黄先生不禁为业主
谨慎负责的态度竖起了大拇指。

黄先生是购买双色球的老彩
民了，此次中奖他也感慨颇多。
“以前买彩票总是花心思研究很
多号码，得失心太重，后来心态

放平了，反而得到了意外的惊喜
和收获，真是太幸运了！”至于
奖金的规划，黄先生说道：“具
体还没想好，但是养老是不愁
了，今后也会继续购彩支持福彩
公益事业。” 江苏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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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近日宣布根据证
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等相关规定，决定于 11 月
15 日撤销华信证券的全部业
务许可，并委托国浩律师
（北京）事务所成立行政清
理组，对华信证券进行行政
清理。

证监会信息显示，华信
证券违法为股东上海华信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提供融资、违规开展资产管
理业务、净资本等风险控制
指标已不符合持续经营证券
业务的规定，且逾期未能改
正，严重损害客户合法权
益，危及公司稳健运行。针
对其违法违规行为， 2018
年 5 月至 8 月期间，证监会
已对其采取了限制股东权
利、暂停资产管理业务、责
令改正等监管措施。 2018
年 8 月，证监会对华信证券
立案稽查。截至目前，华信
证券仍未纠正有关违法违规
行为。

华信证券违法违规风险
爆发以来，证监会派出风险
监控工作组进驻华信证券，
进行专项检查，并对公司经
营、管理进行监控。目前，
华信证券业务全面收缩，风
险已有效隔离，客户资产安
全，同业业务了结，员工基
本稳定。行政清理期间，托
管组将继续保障证券经纪等
业务的正常运行，保持存续
业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行
政清理组将依法组织转让证
券类资产，并妥善安置客户
和员工。

行政清理期间，证监会
委托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对华信证券的证券经纪
等涉及客户的业务进行托
管。同时，证监会派驻风险
处置现场工作组，对华信证
券、行政清理组及托管组进
行监督和指导。行政清理期
限原则上不超过 12 个月。

据新华社

证监会对华信证券

实施风险处置
撤销其全部业务许可

11 月 10 日晚上，今年彩市的
收官大戏“双色球 12 亿元”大派
奖活动拉开大幕，在派奖的首期开
奖中，沈阳彩民白先生（化名）采
用“ 306 定投”的方式，喜中 1
注头奖，收获奖金 615 万多元，
这也为辽宁省彩市在双色球派奖活
动中打响了头炮。

11 月 11 日白先生来到沈阳市
福彩中心的兑奖室，他激动万分地
说：“收到短信通知说我中了一等
奖，当时都愣住了，开始以为是虚
假短信呢，仔细一看就是每期双色
球开奖后通知我中奖的号码短信，
我这就赶紧来领奖了，没想到只买
一组号码，就能中得头奖，确实是
太幸运了。”

据了解，白先生从 2013 年开
始就采用“ 306 定投”的方式购买

双色球，他回忆说：“我之前就喜
欢双色球，可是总想不起去买，等
到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开完奖了。
后来我去银行存钱，无意间发现
了 306 定投，觉得这种投注方式
太方便了，不用每期到彩票站去
购买，中奖之后还短信提醒，奖金
少的直接打到银行卡里。我这一
买就坚持了 7 年，都是这组号码
没有变过，也中过一些五元十元
的小奖，这次幸运女神终于眷顾
我了，真的特别开心。”

估计很多人对辽宁福彩
“ 306 定投”业务还不是很了
解，双色球 306 定投业务是指
彩民到银行网点购买福利彩票双
色球游戏玩法，可在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大连除
外）、邮政储蓄银行等网点柜台

或自助设备办理定制的一种电话
投注业务。“ 306 定投”一年
153 期，每期单注金额 2 元，每
份 306 元。购买成功后，系统
会通过短信的形式将投注结果发
送到彩民绑定的手机上，如果中
奖，中奖信息也将以短信方式发
送到彩民绑定的手机上，中奖奖
金超过 1 万元的，辽宁福彩
96108 客服中心将电话通知到彩
民本人。彩民也可“守号”投
注，一旦约定，系统每期自动为
其购买，省事省心省力。

购买者持有效身份证件至银
行网点柜台，填写《中国福利彩
票双色球 306 定投业务申请
表》，刷卡后签字即可完成申
购。既可以定制一份，也可以定
制多份。 沈阳福彩网

沈阳彩民首期派奖喜获一等奖
“306 定投”中 615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