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PR 创单月最大降幅
更大力度促进融资成本下行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20日出
炉，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均创下改革以来单月最
大降幅。其中，1年期LPR降至3 . 85%。专家表
示，LPR下调幅度明显增大，有利于激发企业信贷
需求，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1年期LPR为3 .85%，5年期以上LPR
为4 .65%，分别较上一期下调20个和10个基点。

有利于促进

企业融资成本下行
专家表示，此次 LPR 报价下行符合市场预

期，与此前央行接连下调 7 天期逆回购利率及中
期借贷便利（ MLF ）利率有关。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一方
面，3月30日7天期逆回购中标利率下降20个基点
至2 . 2%，银行在货币市场的边际资金成本下降；
另一方面，4月15日MLF中标利率同步下调20个基
点至2 . 95%，LPR报价基础已经下行。此外，4月
15日定向降准实施，也推动了银行资金成本下
降。这些都为此次LPR下行创造了条件。

此次1年期LPR下调20个基点，是自去年8月
LPR改革以来，降幅最大的一次。中国民生银行首
席研究员温彬表示，这表明政策利率向贷款市场
利率的传导效率明显提升，加码后的货币政策力
度进一步向贷款市场传导，有利于促进企业融资
成本下行。

提防资金

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
今年一季度极不寻常，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4
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以更
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表
示，疫情对我国实体经济短期冲击较大，进一步
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有助于支持实体经济特
别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为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
复提供有力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LPR再次出现非对称下
降，与一年期降幅不同，5年期以上LPR下调了10
个基点。

温彬认为，这体现了金融政策对房地产一以
贯之的调控意图，释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信号。“当前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流
动性合理充裕，要特别提防资金脱实向虚，大量
流入房地产市场。”

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
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LPR报价

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宏观政

策需要更大力度实施逆周期调节。专家表示，要
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降准和降息仍有空间和必要。

王青认为，下一步包括MLF利率在内的政策
利率体系还有调整空间，这也意味着LPR报价还有
进一步下行空间。今年3月存量贷款利率定价基准
转换工作如期开始，LPR应用范围更广，对推动企
业融资成本下降作用愈发显著。下一阶段，要继
续释放LPR改革潜力。

董希淼认为，当前流动性合理充裕，但仍有
不少中小微企业“喊渴”。应进一步改革完善LPR
相关机制，以改革的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
道，推动企业实际融资成本逐步下降。同时，支
持中小银行拓宽资金来源，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推动中小银行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

据新华社

体彩大乐透更多惊喜值得期待

双色球 2020026 期：

头奖 3 注 1000 万 奖池 7.69 亿

四月天气回暖，扬帆再起航的
体彩大乐透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
惊喜与欢乐！ 4 月，截止到第
2020022 期，体彩大乐透进行了 5
期开奖，共开出 17 注一等奖，其
中 10 注为千万元以上大奖（含追
加奖金），一等奖期均奖金超千万
元，期均筹集公益金8975万元。
与3月相比，4月大乐透一等奖期
均奖金和单期筹集公益金金额都呈
现出“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体彩大乐透在第
2020022 期单期筹集公益金破亿
元！

除了大奖频出，体彩大乐透还
有惊喜值得期待，将会给我们带来
哪些惊喜呢？

期待 1 ： 2020 年派

奖参与门槛低

体彩大乐透上市13年以来，
共开展过10次派奖活动，在近年
的派奖活动中，购彩者参与门槛从
未超过3元（追加投注），可谓是
绝对“亲民”，这样接地气的派奖
规则也让受惠的购彩者人数逐年增
多。这也是体彩一直以来倡导的
“多人少买”的购彩理念，参与人

数多一点，每个人的购彩金额少一
点，让更多人参与到这项国家公益
事业当中。

期待 2 ：一等奖与固

定奖奖金成色更足

新规则实施后，仅有浮动奖参
与追加投注奖金分配，且追加投注
奖金分配比例由60%提升到80%，
最高奖金由原来的1600万元增加
至1800万元；奖级由原来的6个增
至9个，一、二等奖为浮动奖，三
等奖至九等奖为固定奖级；大多数
中奖条件对应的奖级中的固定奖金
得以提升。

体彩大乐透自 2019 年 2 月
18 日（第 2019019 期）开售新规
则正式实施，至 2020 年春节休市
（第 2020009 期）前，累计开奖
141 期。其间，体彩大乐透一、二
等奖中出的数量和奖金成色都有所
增加，特别是开出的 4 个亿元大
奖，更是一大亮点。

2020 年的体彩大乐透全国大
派奖活动，与以往相比，将让购彩者
更深刻地感受到一等奖奖金更高、
固定奖奖金成色更足的中奖体验，
体会到大乐透游戏的独特魅力。

期待 3 ：派奖让更多

人受惠

2017 年“ 5 亿大派奖”期
间，累计开出 122 注头奖，其中千
万大奖 65 注。

2018 年“ 6 亿大派奖”期间，
96 注头奖分享 2 亿元一等奖派奖
奖金，5728 万人次分享 3 亿元固定
奖派奖，2913 万人次感受到首次

“乐善奖”派奖带来的欢乐。
历年派奖都是体彩感恩、回馈

购彩者的时机，派奖期间这一个个
奖项也让广大购彩者过足了瘾。

我们有理由期待， 2020 年大
乐透派奖活动的回馈“方式”再度
创新，让更多人受惠，给更多的购
彩者带去惊喜和欢乐！ 张慧慈

4月19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游戏进行第2020026期开奖。
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1、04、09、
18、19、31，蓝球号码为06。

当期双色球头奖3注，单注奖
金为1000万元。这3注一等奖花落3
地，安徽1注，福建1注，陕西1注，共
3注。

二等奖开出106注，单注金额
18万多元。当期末等奖开出1178万
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3∶3，

三区比为 3∶2∶1；奇偶比为 4∶2。
其中，红球开出两枚重号 01、09；
一枚隔码 31；两枚斜连号 09、19；
一组二连号 18、19；两组同尾号
01、31，09、19；蓝球则开出 06。

据广西福彩中心机房搜索，本
期中出的二等奖2注落户于玉林
市，中奖票为两张投注2元的单式
票；1注落户于南宁市，中奖票为一
张投注6元的单式票。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7 . 69亿多元。4月21日是双色球第

2020027期的开奖日，彩民朋友将
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艾丽

4 月 19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游戏进行第 2020026 期开奖。
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1、04、
09、18、19、31，和值 82大小比 3∶
3奇偶比 4∶2 三区比为 3∶2:1。

双色球第 2020027 期红球尾
号走势

尾数区间分析：上期开出同尾
号01、31&09、19，尾数组数为4组，分
别为1、4、8、9，尾数和为32，比上期
上升了8个点位，本期尾数和值关注
在30点左右。2路尾上期短缺，本期
重点关注尾号2、3、5、6、8。

尾数冷热分析：上期小号区(0
-4)开出3个尾号，大号区(5-9)开出
3个尾号，本期重点关注小尾数2、3

及大数尾5、6、7。
定位尾数分析：第一位关3、5

尾；第二位关注6、2尾；第三位关注
3、5尾；第四位关注8、2尾；第五位
关注3、5尾；第六位关注8、2尾，蓝
球关注025尾。

上期蓝球：06，大小：小，奇偶：
偶，质合：合，012路：0路，尾数：6。

双色球第2020027期蓝球分
析：

大小：上期开出小数，近 10 期
蓝球大小比为 2∶8，近 30 期小数
蓝球占优，本期防大数蓝球。

奇偶：上期开出偶数，近 10 期
蓝球奇偶比为 3∶7，近 30 期偶数
蓝球占优，本期防奇数蓝球。

质合：上期开出合数，近 10 期
蓝球质合比为 5∶5，近 30 期质合
数蓝球均开，本期防合数蓝球。

振幅：合数振幅近期占优，2 路
振幅近期短缺，近期关注0、2路振
幅。

尾数：近30期蓝尾0-1短缺，近
期需防。

012路：0路蓝球近期短缺，近
期看好0路蓝球回补。

0123路：近30期1路短缺，近期
看好1路回补。

遗漏：奇数遗漏近期占优，近期
关注偶数遗漏蓝球。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吴霞

双色球号码分析（ 202002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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