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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手同行

全民十五运
运动健康城

近日，尽管 A 股市场震荡盘整态
势，但北上资金持续涌入加速布局。5
日，沪股通资金净流入 13.08 亿元，深股
通资金净流入 26.66 亿元，合计北上资
金净流入达到39.74亿元。

自 6 月 1 日 A 股正式纳入 MSCI 新
兴市场指数以来的 3 个交易日里，A 股
市场呈现先跌后涨的走势，尽管如此北
上资金则不惧调整，积极布局。《证券日
报》市场研究中心统计发现，6 月份以来
的 3 个交易日里，北上资金合计净流入
为 125.17 亿元，其中，6 月 1 日净流入
22.84 亿元，6 月 4 日净流入 62.59 亿元，
6月5日净流入39.74亿元。

根据沪股通、深股通每日前十大活
跃股数据统计显示，6月份以来的3个交
易日里，共有30只个股在此期间登上沪
股通、深股通每日前十大活跃股榜单，格
力电器、贵州茅台、大族激光、海康威视、
海螺水泥、恒瑞医药、美的集团、五粮液、
洋河股份、伊利股份、中国平安等 11 只
活跃股实现“全勤”，在沪股通、深股通可
交易的3个交易日均出现在每日前十大

活跃股榜单中。
从净买入金额上看，上述 30 只活

跃股中，有26只个股实现北上资金净流
入，合计净流入金额约 57.4 亿元，其中，
贵州茅台和美的集团2只个股期间累计
北上资金净流入金额均在10亿元以上。

统计显示，上述 30 只活跃股中，有
27 只 MSCI 成份股备受北上资金的青

睐，占比达 90%，合计北上资金净流入
达到54亿元。

进一步看，4月份北上资金流入MS-
CI成份股占比高达89%，明显高于去年二
季度至四季度平均占比70%的水平。

作为外资配置 A 股的重要通道，通
过沪股通、深股通的北上资金今年以来
持续流入 A 股，在 5 月份净流入创下单

月最高纪录，同时对拟纳入 MSCI 成份
股进行配置。

值得关注的是，截至 5 日，通过沪股
通和深股通流入 A 股的资金已实现连
续20个交易日净流入，合计净流入金额
627.95 亿元。其中，MSCI 标的股成为北
上资金主要流入方向。

在研究机构看来，MSCI 成份股仍
然以白马股和蓝筹权重股为主。在经历
年初的大幅下跌后估值回归合理区间，
这类股票风险得到了较为有效的释放。

在外资看来，经历过调整的大盘蓝
筹估值非常安全，在这个位置布局是很
正常的选择。分析人士表示，3000 点已
经是比较安全的位置。尤其对于大盘蓝
筹股而言，在3000点这个位置估值再往
下回撤 10%的可能性非常低，所以外资
最近 2 个月尤其是 5 月份以来布局 A 股
的动作明显加大。

总之，多数机构指出，无论是外资
通过沪股通以及深股通流入 A 股，或
是纳入 MSCI 后的资金增量，占 A 股
成交量均是非常低的水平，且由于 A
股纳入 MSCI 标的股以大盘股为主，集
中流入的资金对市场的影响有限。但
除了直接的资金量刺激外，外资对 A
股还存在间接影响，这种影响的边际
会不断扩大。 摘自《证券日报》

54亿“聪明钱”扫货27只MSCI成份股

拟 IPO 的券商正在“集结”，奔赴
资本市场。近日，新三板挂牌的华龙
证券 A 股上市方案和申请终止挂牌
的议案获得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近 期 将 向 全 国 股 转 系 统 正 式 提 交 终
止挂牌申请。

进入 2018 年，新三板挂牌券商 IPO
的热情被进一步激活。南京证券已经成
功完成转板。今年 5 月初，另一家新三
板挂牌券商湘财证券公告称，公司拟申
请股票在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已获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摘牌后，湘财证券将
向A股市场发起冲击。

A 股正迎来证券公司 IPO 大潮。
今年以来，已有华林证券、南京证券、中
信建投、长城证券和天风证券 5 家券商
过会，已超去年全年新上市券商的家

数。目前仍在排队审核的拟 IPO 券商，
还有中泰证券、国联证券和红塔证券 3
家。其中，中泰证券的审批状态为“已
反馈”，国联证券和红塔证券则已进入

“预先披露更新”状态。
上海一家大型投行人士表示：“今

年无疑是券商 IPO 大年，或成为 2007
年以来券商上市最密集的一年。”

该投行人士同时表示，从大的审
核 环 境 来 看 ，今 年 发 审 委 对 盈 利 状
况、资产规模等方面的要求更高，而
券商相对而言质地较优，一直受到证
监会监管，各项业务相对规范，因而
更容易过会。

华南一位券商人士认为，从证券
公司自身来看，随着监管部门建立起
以净资本和流动性为核心的风险控制
体 系 ，券 商 对 资 本 扩 充 渴 求 更 为 迫
切。业务规模的增长，必需依托相匹
配的资本规模，上市融资成为诸多券
商的最佳选择。

从已经过会的几家券商的招股说
明书中可以发现，全部募集资金均将用
于补充资本金，以扩大业务规模，推动
创新业务以及境内外相关业务发展，提
升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与券商上市热情高涨形成对比的
是券商股的低迷行情。部分券商股一

度“破发”，多家证券公司在“破净”边缘
挣扎，这是否会为券商的 IPO 之旅蒙上
阴影？

对于目前是否为券商扎堆上市的
好时机，上海某券商一位非银分析师表
示：“需要关注的是，虽然今年券商过会
很快，但是拿 IPO 批文的节奏却明显放
缓，这说明有关方面在稳定有序推进券
商的 IPO 进程，避免对市场产生冲击。
现在上市很难讲是不是最好的时机，但
对投资者而言，券商股即使在交易量较
低的情况下也较难发生亏损，具有长期
投资价值。”

摘自《上海证券报》

券商IPO迎大年

多家新三板挂牌券商欲转板

6 日，沪深两市涨跌互现，整体
呈现沪强深弱的格局。

上证综指收报3115.18点，较前
一 交 易 日 微 涨 0.97 点 ，涨 幅 为
0.03％。深证成指收报10365.13点，
跌 20.48 点，跌幅为 0.20％。“中小

创”表现不佳。创业板指数跌0.16％
至 1743.25 点 。中 小 板 指 数 跌
0.06％，以 7142.59 点收盘。两市依
然处于缩量态势，分别成交1628.80
亿元和 1970.67亿元。

据新华社

昨日A股沪强深弱

湖北省住建厅日前发布通知，
要求全省各地进一步科学调控房地
产市场供给，合理引导住房需求，加
强房价地价联动，防范化解市场风
险，并尽快编制 2018 年至 2022 年
住房发展规划，经备案后向社会公
布实施。

湖北省住建厅要求，武汉市要
提高公租房、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
房、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
房在住房供应中的比例；加快推进
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按照先
租后买的原则，结合市场实际，进一
步完善住房限购措施；多渠道供应
租赁住房，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

房价上涨快、商品住房库存消
化周期不足 6 个月的城市，要适时
启动住房限购措施，遏制投机炒作，

要督促开发企业加快商品住房项目
建设进度和上市节奏；对具备预售
条件经督办仍拖延上市的项目，记
入开发企业不良信用记录并暂缓办
理资质升级；每季度末向社会公布
下一季度预计达到销售条件的商品
住房项目清单，稳定市场预期。

湖北要求各地把当地房价控制
目标分解到每个月度，引导开发企
业合理申报预售价格，对不接受
政府价格指导的项目，暂缓办理
预售许可。要建立房价地价联动
机制，根据当地房价控制目标，限
定不同区域最高房价管控目标，
在土地出让环节公布项目房价控
制限额，鼓励采取“限房价、竞地
价”等方式出让土地，引导企业理
性竞买土地。 据新华社

湖北将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

上证综指 3115.18 +0.97 +0.03％
深证成指 10365.13 -20.48 -0.20％

本报讯 常州市第十五届市运
会老年人部乒乓球比赛，经过两天
紧张激烈的角逐，日前在溧阳市天
目湖乒乓馆收拍。

本次比赛，来自溧阳市和金
坛、武进、新北、天宁、钟楼五区的
48 名运动员，参加了全部四个项
目的争夺。天宁区、钟楼区代表队
分获男、女团体冠军，天宁代表队
庄建明、陈宝琳分获男、女单打金

牌。溧阳市代表队被评为本次比
赛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魏菊珍
等 6 人被评为体育道德风尚奖运
动员。 （姜小莉 仲森磊）

十五届市运会
老年部乒乓球比赛收拍

杨澍
周 四 101 友 谊 赛 英 格 兰

VS哥斯达黎加
点评：英格兰上周末主场友谊

赛 2:1 击败尼日利亚，近期多项赛事
保持不败的记录，卡希尔和哈里凯恩
双双破门。而缺席上场比赛的利物浦
中场亨德森和后卫阿诺德本场有望
出战。哥斯达黎加上轮大胜北爱，但
对阵英格兰，没任何优势，本场主胜！

周四 102 巴甲 弗鲁米嫩
VS弗拉门戈

点评：虽然新赛季主队主场 3
胜 1 平保持不败，但是球队并没遇
到太多的强队挑战。尤其球队头号
前锋佩德罗伤情严重本场不能出
战。这场里约州德比战，面对气势汹
汹的客队，主队输球的可能最大。

荆奇
周四 102 巴甲 弗鲁米嫩

VS弗拉门戈
点评：弗拉门戈3连胜，弗鲁米嫩

塞近两轮不胜，双方状态存在一定差
距，此番客队让球坚定，客胜值得看好。

周四 104 巴甲 米美洲 VS
米竞技

点评：米内罗竞技最近低迷，米
内罗美洲上轮刚结束连败获胜反
弹，本轮继续主场作战无疑较为有
利，看好其主场不败。

体育彩票演播制作中心位于北京丰
台体育场内，每个周一、周三、周六晚上
20：30 分左右，体彩大乐透就会在这里
进行现场开奖。正如我们平时在开奖直
播中看到的一样，开奖现场除了众多工
作人员外，还有两位公证员全程监督体
彩大乐透的开奖过程。但你是否知道，距
离这里 20 公里外的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还有 2 位公证员也在为
体彩大乐透开奖忙碌着？

据了解，目前为体彩大乐透开奖提
供公证服务的是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中
信公证处(原名北京市西城第二公证处)
于 1995 年 11 月成立于北京，是北京市

司法局领导下的国家公证机构。中信公
证处承接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公证业
务，包括超级大乐透、排列 3、排列 5、7
星彩等，这些游戏的开奖现场监督公证
均由中信公证处指派公证员进行现场公
证。一共配备了两组人员：一组公证员(2
人)在丰台体育场演播中心的开奖现场；
另一组公证员(2 人)则在位于国家体彩
中心 6 楼的数据处。下面我们听听两组
工作人员的自述，了解公证员在体彩大
乐透开奖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开奖场地公证员

大家好，我们两位公证员负责在丰台
体育场演播中心进行监督。大家平时在电
视、网络直播中看到我们好像是在照本宣
科地念了几句“公证台词”，但实际上我们
的工作内容非常繁杂，下面具体讲讲。

在开奖过程中，除了监督摇奖过程
和摇出的中奖号码，并致公证词外，我们
还要做下面这些工作。

开奖前：监督主持人随机抽取大乐透
开奖要使用的摇奖球套数；监督工作人员
进行2次大乐透开奖试机；打开存放正式
摇奖球的密码柜（密码由我们掌握），将正
式摇奖球取出，按照号码顺序将摇奖球依
次装入摇奖机中；核对中心数据处传来的

销量表的时间、期号、状态是否为结束销
售以及签字印章是否完整。

开奖结束后：再次核对开奖号码球，
保证准确性；将正式摇奖球按顺序收回
球盒中，上锁后装入密码柜，并确保密码
柜已锁好。

可以说，开奖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都
在我们的监督范围内。开奖前后的工作
量大且繁琐，远非你们平时看到的只是
念几句“公证台词”那么简单，而且每一
个步骤都非常重要，必须谨慎再谨慎。拿
摇奖球保险柜来说，这个有三道锁：一是
放置球的盒子上了锁，钥匙存在我们这
里；二是放置球的盒子存在密码保险柜
中，密码也由我们掌握；三是密码柜存放
在体彩开奖现场专门放置摇奖球的房间
里，钥匙由体彩中心工作人员保管，这样
分开保管有利于互相监督。

好了，公证员在大乐透开奖现场的
工作就介绍到这里，下面让中心数据处
的另外两位同事说一说。

中心数据处公证员自述

大家好，我们两位公证员负责在国
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6楼的中
心数据处进行监督。这里主要负责每天
的数据封存工作和计奖工作，公证人员

的工作一是监督工作人员汇总销售数
据，并将其刻录在一张不可改写的光盘
上，然后上传至完全独立的验证系统中，
最终封存数据的光盘要交由公证人员进
行签字盖章封存起来。这个过程就是数
据封存。二是全程监督中心数据处人员
在独立验证系统中使用封存数据独立计
奖过程，并与正常计奖结果进行匹配，确
认一致方可发布。

数据封存、计奖关系着购彩者的中
奖利益，前者保证了购彩者每一注投注
都能参与摇奖，后者则保证了我们大乐
透中奖结果的正确性。

公信力是体彩的生命

在采访中，记者从侧面了解到，无论
是摇奖场地公证员还是中心数据处公证
员，他们的最大感受就是，整个开奖是在
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下进行的，程序上
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地方。

公证员经常与开奖打交道，见证了
许多大奖的诞生，包括2014年开出的大
乐透 4.97 亿元大奖。在他们眼中，无论
多大的奖，都是一串串数字，他们最在乎
的是数字对不对，程序正不正确。公信力
是体彩的生命，而公证员就是那捍卫着
公信力的守卫。

体彩大乐透开奖少不了他们 解密公证员角色

世界杯E组种子队巴西抽到的三个
对手实力都不弱，瑞士常年排名世界前
15，塞尔维亚人才济济且凝聚力空前强
大，哥斯达黎加则是上届杯赛淘汰了意
大利和英格兰的大黑马。但桑巴军团不
仅拥有诸多顶级球星，世界杯经验亦远
非其他球队可比，小组头名毫无悬念。

巴西：桑巴军团重现霸气
竞彩冠军奖金：2.95
南美区 18 战仅负 1 场、领先乌拉圭

多达10分撞线的巴西，一扫此前几届的
惊心动魄，41 分也创造了历届世预赛队
史积分之最，重新找回霸气的桑巴军团
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冠军的头号热门，竞
彩冠军奖金低至 2.95 的水平，与第二名
德国（3.5）拉开不小差距。蒂特上任后，
将之前一直处于低迷的巴西拉回正轨，
预选赛后半程多数场次桑巴军团都凭借
绝对实力完成碾压：3 比 0 吊打阿根廷、
4 比 1 血洗乌拉圭⋯⋯经历上届世界杯
家门口空前耻辱的巴西队，用完胜找回

了舍我其谁的霸气。
瑞士：德国二队具黑马成色
竞彩冠军奖金：110
预选赛前 9 战全胜的瑞士一度比肩

卫冕冠军德国，虽然末轮被葡萄牙反杀
失去小组头名，好在附加赛他们足够争
气，两回合 1 球气走硬骨头北爱尔兰如
愿晋级。这支三线均有名将压阵、FIFA
排名长期稳定在前15的新兴之师，无疑
是今夏的候选黑马之一。本届世界杯，瑞
士队与强大的巴西以及哥斯达黎加、塞
尔维亚同分在 E 组，想要历史上第 4 次
挺进淘汰赛，不但要确保防线万无一失，
更要在进攻端多想办法，避免被拖进净
胜球和进球吃亏的“连环套”。

哥斯达黎加：青黄不接难有作为
竞彩冠军奖金：500
闪电不会同时击中一个地方两次，

四年前震惊世人的哥斯达黎加这次卷土
重来，还能发生奇迹吗？四年了，纳瓦斯、
冈萨雷斯老了4岁，坎贝尔胖了4公斤，布

莱恩鲁伊斯则至少折损4成活力。像哥斯
达黎加这样的小国，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再
出一批年轻才俊。严格来说，这届球队真
正有竞争力且尚可一用的新人，只有助攻
能力出色的左后卫马塔里塔、身高达到
196CM的中卫沃森，以及风格强硬的后
腰古兹曼，但他们改变不了球队的结构性
缺陷。虽然再次出线难于登天，但1-3分
这样的结果仍然存在一定可能。

塞尔维亚：赛程有利可争出线
竞彩冠军奖金：175
塞尔维亚在本次预选赛以 6 胜 3 平

1 负的成绩拿到小组第一进军世界杯决
赛圈，能在爱尔兰、威尔士和奥地利等三
支实力和自己相差不远的对手围剿和施
压中脱颖而出，还是能看出球队的功架
和抗压能力。牌面实力上，塞尔维亚强过
哥斯达黎加，但略逊于瑞士。不过他们有
赛程之利，因小组赛最后一轮才对巴西，
而首轮则对阵最弱的哥斯达黎加。压过
瑞士取得小组第二名出线具有可操性。

2018世界杯E组综述：桑巴军团笑傲群雄

6月1日下午，“公益体彩 爱
心助学”社区行活动在常州市三
井街道府成社区居委会举行，给
20 位来自府成社区辖区的小朋
友送上了精美的节日礼物和诚挚
的问候，陪伴他们度过了一个难
忘的节日。

体彩事业是社会公益事业，
关乎民生及体育事业的发展。市
体育局一直将体彩事业视为体育
事业发展的“生命线”与“助推
器”。新时代下，常州体彩进一步
解放思想，秉承“责任、诚信、团
结、创新”的体彩精神，始终不渝
地坚持开展“暖冬季”“助学季”

“关爱季”等公益品牌系列活动，
积极地让体彩快速发展的成果普
惠更多大众，让大家能有更多的获
得感与幸福感。

常州市体育局副调研员、机关党
委副书记邱晴漪说：“这次我们市体
育局与市体彩中心为府成社区的孩
子们精心准备了六一节日大礼包，就
是希望以我们的绵薄之力、诚挚之
情，为孩子们的幸福童年与茁壮成长
贡献一份力量、献上一分爱心。”

今年是常州体彩开展“公益体
彩”爱心助学活动的第六个年头，六
年来，体彩中心积极践行自己的社
会责任，始终本着“来之于民，用之
于民”的发行宗旨，坚守着“公益体
彩，乐善人生”的公益理念。过去五

年，“助学季”都是以高考爱心送考
的形式展开，而这一次，常州体彩直
接将爱心送进了社区。

来自百草园小学一年级的王振
豪手捧爱心大礼包，笑嘻嘻地说：

“我真的特别
喜欢收到的礼
物，多亏奶奶
带我来参加今
天的活动，谢
谢各位叔叔阿
姨的用心，让
我度过了一个
难 忘 的 儿 童
节。” 徐欢

爱心助学 让爱成长

体彩“助学季”
公益品牌活动温暖进社区

财经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