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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紧防风险“篱笆”

央行调查线上联合消费贷款
业内人士7月28日向记者透露，为掌握金融

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业务创新情况，人民银行调
查统计司近日下发关于开展线上联合消费贷款
调查的紧急通知。专家表示，当前消费类贷款
风险有所上升，此次调查有助于扎紧防风险
“篱笆”，促进消费贷良性发展，避免资金被
挪用。

摸底线上联合消费贷

所谓线上联合消费贷款，是指金融机构经
由互联网获取合作机构推送的客户信息，并与
其它机构采用同一贷款协议、按约定比例向同
一借款人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

根据通知，线上联合消费贷款统计内容包
含：月末线上联合消费贷款余额、当月发放线
上联合消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当月发放全部
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个人信用卡透支）加权平
均利率、月末线上联合消费贷款余额不良率、
月末全部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含个人信用卡透
支）不良率。

其中，月末线上联合消费贷款余额中需分
别填写与“蚂蚁借呗”和“蚂蚁花呗”合作的
数据；月末线上联合消费贷款余额不良率中需
分别填写与“蚂蚁借呗”和“蚂蚁花呗”合作
的不良率数据。

另外，月末全部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含个
人信用卡透支）不良率中需单独列出个人信用
卡透支不良率的数据。

加强风险防范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此次调
查主要针对银行与非持牌互联网平台间的合
作。部分非持牌互联网平台为做大规模，或许
会采取比较粗放的策略。在与此类机构合作过
程中，由于难以全流程参与授信过程，因此，
银行可能会面临一定风险。

“在经济下行周期，特别是叠加疫情因素
影响的情况下，消费类贷款风险会有所上
升。”董希淼称。

另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
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此次调查将有助于线上
联合消费贷款良性发展。同时，此举将起到未
雨绸缪的作用，以避免资金被挪用。

据《中国证券报》

勇担当 立规矩 防风险 抓成效
——— 广西体彩全面推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运行

只可添加号码 不许减少号码

男子守号 4 年擒双色球 697 万

为推进责任彩票体系建设，防范
化解体育彩票发展领域风险，实现依
法治彩能力现代化，广西体彩以“建
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
国家公益彩票”的发展目标为驱动，
致力于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
能力，以内部控制建设为抓手，持续
稳步推动责任彩票工作高效执行、落
地有声。

广西体彩从2019年起全面启动
内控体系建设，围绕内部控制六大板
块业务（预算、收支、政府采购、国
有资产、项目建设、合同管理），初
步建立了一整套涵盖部门职能、岗位
设置、岗位职责、工作制度和工作流
程的内部控制体系，基本完成了内控
体系建设“动起来，有制度”的工作
目标。

今年，尽管面临疫情防控和抢抓
复工复产的双重压力，广西体彩推进
责任彩票建设的脚步也从未停歇。7

月启动内部控制体系运行第二阶段
专项工作，朝着内控体系“用起
来，见实效”的方向努力，实现全
员参与、业务链条全覆盖。中心聘
请了有着丰富彩票行业经验及专业
内控管理知识的咨询专家组全程参
与，通过内审、评估、培训及个性
化指导，在原有内控体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延伸，选择3个不同管理模
型的分中心进行试点管控和内控体
系搭建。

7月1日至21日，广西体彩中
心在南宁、北海、百色三地分批开
展了4期落实“防风险、转方式、
增后劲、促发展”工作要求的内部
控制体系运行专项培训。同时，专
家组针对目前的市场形势，对分中
心的管理风险点、队伍现状和网点
巡查标准进行了深入剖析与讲解，
筑牢内控防范意识，重视工作细
节，提高工作效率。

内部控制管理永远在路上，责
任彩票建设任重道远。广西体彩中
心将责任彩票理念贯穿广西体彩内
控控制管理的每个环节，努力实现
内控建设从“立规矩”向“见成
效”转变的发展目标，确保责任彩
票意识和内部控制管理规范有机融
合，互相促进，推动全区体育彩票
事业发展行稳致远。

吴艳艳 董燕

“我父母一辈子省吃俭用，都在
为儿女们操心。这下好了，以后可以
不让父母为我们的生活操心了。” 7
月 27 日上午，双色球第 2020067 期
697 万大奖得主、江夏彩民小彭（化
姓），带着妻子、孩子在湖北省福彩
中心兑奖时，向记者说了上面的话。

小彭今年 30 多岁，家在农村，
来江夏打工十多年了。由于孩子尚
小，妻子在家做家庭主妇，小彭一个
人在外打工、养家糊口。两年前家里
添了二宝后，生活压力更大了。

小彭喜欢玩彩票，断断续续地买
了近十年。4年前，小彭根据家人的
出生年月，编写了15组号码。从那
以后，他就开始了守号。他每次都买
3张票、投入30元钱，几年来，虽然

这些号码只为他带来过一些小奖，
但小彭没有考虑过换号。他的原则
是：只可添加号码，不许减少号
码。

7月23日午饭后，小彭来到福
彩站点，再次将15组号码进行了
投注。当晚10点左右，小彭查看开
奖号码，发现自己一张彩票上的第
3组，与开奖号码一模一样。他赶紧
对妻子说：“快来看，快来看，中大奖
了！”夫妻俩把彩票一张张摆开，再
次核对，心里忐忑不安。次日下
午，夫妻俩特意去投注站查看动
静，发现那里敲锣打鼓，非常热
闹，门口还扎起了彩虹门。直到这
时，他们终于确认：自己中奖是铁
板钉钉，跑不了了。

这几天，小彭两口子一直沉浸
在中大奖的兴奋中。小彭父母还不
知道这个喜讯，小彭准备兑奖之后，
把父母请过来，让全家人都来分享
中奖后的喜悦。

据湖北福彩网

7月28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游戏进行第2020069期开奖。当期
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3、09、10、13、18、
26，和值79，大小比2∶4，奇偶比3∶3，
三区比为3∶2∶1。

红球尾号走势

尾数区间分析：上期开出同尾号
3，尾数组数为5组，尾数和为29，本期
尾数和值关注在30点左右。0路尾号
上期开出3枚，本期重点关注尾号1、
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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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及大数尾6、7、8。

定位尾数分析：第一位关 2、4
尾；第二位关注 5、6 尾；第三位关
注 5、7 尾；第四位关注 1、4 尾；第
五位关注 5、9 尾；第六位关注 0、2
尾，蓝球关注 3、2、4 尾。

上期蓝球： 04 ，大小：小，
奇偶：偶，质合：合，012路：1
路，尾数：4。

蓝球分析：

大小:上期开出小数，近 10 期
蓝球大小比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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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防偶数蓝球。
质合：上期开出合数，近 10

期蓝球质合比为 3∶7 ，近 30 期合
数蓝球占优，本期防合数蓝球。

振幅：质数振幅近期占优， 0
路振幅近期短缺，近期关注0、1路
振幅。

尾数：近30期蓝尾2-3短缺，
近期需防。

012路：0路蓝球近30期短
缺，近期看好0路蓝球回补。

0123路：近30期3路短缺，近
期看好3路回补。

遗漏：偶数遗漏近期占优，近
期关注奇数遗漏蓝球。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吴霞

双色球号码分析（2020070期）

沪深两市 29 日放量上涨。上证综指涨逾 2% 距
3300 点仅一步之遥，创业板指数涨逾 3 . 5% ，科创
50 指数涨逾 5% 。

当日，上证综指以 3221 . 99 点低开，全天震荡
上行，最终收报 3294 . 55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66 .59 点，涨幅为 2 .06% 。

深证成指收报 13557 . 44 点，涨 410 .09 点，涨
幅为 3 .12% 。

创业板指数涨 3 . 78% ，收盘报 2767 .40 点；中
小板指数收报 9010 . 85 点，涨幅为 2 . 95% 。科创
50 指数录得 5 .45% 的涨幅，收盘报 1476 .92 点。

沪深两市个股几乎全线上涨。不计算 ST 个股，
两市超 120 只个股涨停。

概念板块也全线飘红，手势识别、血液制品、
生物安全涨幅居前，涨幅逾 6% ；种业、白酒、大豆
涨幅较小。

沪深两市成交额时隔两个交易日再度回升到 1
万亿元上方，分别成交 4531 亿元和 5936 亿元。

据新华社

沪深两市放量上涨

科创50指数涨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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