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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股市

财经 资讯

短暂反弹未能延续，5 日 A 股
再现集体调整。上证综指勉强守
住 2700 点整数位，与深证成指同
步录得 1％以上的跌幅。除电信服
务板块，其余行业板块均录得不
同跌幅。

当日上证综指以全天最低点
2704.34 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跌

46.24 点，跌幅为 1.68％。深证成指
收报8402.51点，跌151.93点，跌幅
为 1.79％。创业板指数跌 1.74％至
1430.24点。中小板指数跌幅相对较
小，为1.59％，收盘报5817.04点。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1073 亿元
和 1514 亿元，总量与前一交易日
接近。 据新华社

沪指险守2700点

上证综指 2704.34 -46.24 -1.68％
深证成指 8402.51 -151.93 -1.79％

太原市政府近日印发《太原市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方案》，提出
从2019年起，新出具商品住房地块
规划条件时，要求至少配建住宅面
积20％的租赁住房。

方案指出，2018 年底前，至少
推出 1 宗土地用于建设租赁住房；
从2019年起，新出具商品住房地块
规划条件时，要求至少配建住宅面
积 20％的租赁住房；鼓励企业利用
自有住宅用地自建或与房地产开发
企业合作建设租赁住房；鼓励有条
件的市辖区结合实际，按照政府主
导、企业参与等形式，规划建设功能
完善、可拎包入住的主题租赁社区。

太原住房租赁新规还明确提出

改建一批租赁住房，具体包括支持
企业和机构将库存商业办公用房等
非住宅及员工宿舍、商品住房改建
为租赁住房；2019 年底前，推出 2
个以上项目开展改建租赁住房试
点。同时，租购一批租赁住房，包括
引导企业在市场长租（收购）一批住
房，经过改造作为租赁住房房源；
2018 年底前，推出 2 个以上项目开
展租购租赁住房试点。此外，鼓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其所持有的合
法房屋打造为青年公寓、短租公寓、
养老公寓等特色租赁小区，由集体
经济组织或住房租赁企业统一承租
后投放租赁市场。

据新华社

太原新建商品房
至少配建20％租赁住房

土地市场退烧持续。
近日，多家机构发布了 8 月土地市

场相关数据。从数据来看，尽管成交量与
成交总金额依旧再创历史新高，但土地
出让金增幅收窄、溢价率持续低位，土地
市场降温愈发明显。

从土地出让金的角度而言，尽管仍
然维持正增长，但涨幅下降的态势依旧
不变。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8
月，全国受其监测的 300 城市土地出让
金 总 额 为 26949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约
21%，比上月的23%有微幅下调。

从当月数据来看，增幅收窄则更为
明显。8 月，300 城整体出让金总额为
3516 亿元，同比上涨 4%，这一涨幅比 7
月的9%有较大幅度下降。

另外，从土地成交价格、溢价率等关
键价格指标来看，房企拿地态度更加理
性谨慎。

易居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在土地流
拍增多与三线城市土地成交比重增加的
影响下，8 月，受其监测的 40 个典型城

市土地成交均价为 4472 元/平方米，环
比下跌2.9%。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土地出让均
价连续5个月同比下跌。

溢价率方面，易居研究院数据显示，
8 月，40 个典型城市土地成交溢价率为
17.3%，这一数字创下39个月来的新低，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0.9个百分点。
“对比 2017 年同期，房企拿地已经

开始退烧。”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指出。

张大伟认为，首先，各地楼市调控加
码，特别是土地的限制加大，当下主流一、
二线城市都有针对土地限价、限面积、限

配套的要求，使得房企拿地出溢价的难度
越来越大。其次，房企拿地分化，龙头房企
融资难度小，拿地更集中。再次，为了降低
风险，越来越多的房企拿地形式从之前的
招拍挂逐渐进入股权交易市场。

同时，有机构指出，上半年的土地市
场火热，与龙头房企销售回笼资金充裕、
杠杆率继续提升有关。在降杠杆背景下，
这一态势下半年或将迎来逆转。

中信证券认为，上半年企业继续加
杠杆，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2018年中期
净 负 债 率 达 到 101.9% ，超 过 去 年 底
94.3%的水平。随着市场去化速度减慢，
企业转而悲观，预计下半年板块拿地资
金投入将负增长，而整体杠杆率或有所
下降。

尽管土地市场整体趋冷，从区域来
看，一些热点城市开始退烧，另一些热点
三、四线城市，则在政府加大供应和房企
积极进入的双重推动下，土地市场出现
回暖。

易居研究院数据显示，8 月，洛阳、
合肥、北海、宁波和金华等二、三线城市
的溢价率较高，而土地限价政策严厉的
上海、青岛、深圳等 10 个城市，8 月土地
出让溢价率都为0。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部分二三线城市成重点“争夺地”

40城土地出让均价连跌5月

财经 头条

8 月 14 日，由常州溧阳的体彩
网点销售员和购彩者一行组成的

“江苏体彩20周年专场”观摩团，赶
赴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体育休闲频
道，现场观摩 7 位数第 18125 期开
奖全过程。

当天下午 2 点，观摩团成员早
早到达集合地点，怀着激动心情准
时出发。购彩者陶先生说，他已经跟
体彩结缘 20 年了，恰逢这次 20 周
年专场，他必须去见证一下体彩的
阳光开奖，传播公益体彩正能量。一
路顺畅，下午 3 点 40 分观摩团到达
了位于虎踞路的江苏省五环彩票博
物馆。现场工作人员为观摩团成员
讲解了近现代彩票实物和其他见证
彩票发展历史的彩票衍生品、手工
艺术作品。大家从馆藏的珍贵实物

彩票、图片和文字资料中，真切了解
到彩票文化，同时对体彩的发展历
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晚上，在开奖演播厅，随着开奖
工作人员、公证员、主持人、摄像师
一一到位，从进行试机、测试摇奖
机 ，到 启 动 按 钮 ，体 彩 7 位 数 第
18125 期摇奖正式开始，最终开出
的中奖号码为 1、1、2、3、2、6、3。陶
先生终于和其他观摩团成员一起亲
眼见证了 7 位数开奖的全过程，体
会到公益体彩的诚信与公正。

回程路上，陶先生兴奋地表示，
第一次见证体彩开奖全过程，确实
真实可信，体现了体育彩票“公开、
公平、公正”的发行宗旨，回去要给
更多的彩友宣传体彩开奖的公开透
明、公正可靠。 潘云峰

常州溧阳“零距离”观摩团
走进体彩7位数开奖现场

8月29日，财政部公布了2017年彩
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中央集中彩票
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2017年中央财政
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 533.65 亿元，中央
集中彩票公益金在社保基金会、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
分别按 60%、30%、5%和 5%的比例分
配。2017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共支
出162.37亿元。

彩票公益金的筹集，离不开中国体
育彩票的鼎力支持。数据显示，2017年，
全国发行销售彩票 4266.69 亿元，共筹
集彩票公益金 1163.37 亿元。其中，中国
体育彩票销售 2096.92 亿元，筹集体彩
公益金 523.26 亿元，占比接近一半。中
国体育彩票在教育、养老、精准扶贫、医
疗救助等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领域，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助力教育助学
从2007年起，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开始接受财政部、教育部的委托，开展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教育领域的公益项
目。2011年至今，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
育助学项目通过“滋蕙计划”“励耕计划”
和“润雨计划”等，奖励普通高中品学兼优
的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的教师，救助遭遇突发灾害的学校。

2017年，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要
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教育
助学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投入 10.5
亿元、未成年人校外教育投入 9.2 亿元、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投入7.3亿元。

支持养老和扶贫
关爱老年人，公益体彩一直在行动。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养老服务方面每
年都有大量的投入。2017 年，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为养老公共服务投入 10 亿
元，由民政部组织实施，用于支持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从2005年开始，中央彩票公益金广
泛用于扶贫以及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社会
公益事业建设等多个社会公益事业。这
些项目由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实施，主要
用于支持贫困革命老区贫困村村内小型

生产性公益设施建设，改善贫困村的生
产条件。2017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为扶贫事业支出18亿元，用于贫困革命
老区扶贫开发、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新农
村建设，比 2016 年多投入 3 亿元。脱贫
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体育彩票公
益扶贫的脚步将继续前行。

保障医疗卫生
2017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共投

入 22.5 亿元，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其中，
医疗救助投入18亿元、出生缺陷干预救
助投入 1.5 亿元、农村贫困母亲“两癌”
救助3亿元。一直以来，以体育彩票公益
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票公益金为推动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持续贡献力
量。2003 年，财政部就已拨付 3 亿元中
央彩票公益金用于补助地方农村医疗救
助基金，此后每年都有相当数额的彩票
公益金专项用于农村医疗救助，至2011
年时已经增加至 10 亿元，累计投入 66
亿元。根据近年来发布的《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安排使用计划》，用于医疗方面的
支出逐年增加。

促进法律援助
2009 年 12 月底，经国务院批准，中

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获得 5000 万元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并于2010年元月起开
始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
目。该项目资助案件的范围为：涉及农民
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家庭权益保障、
未成年人等法律援助案件，资助的案件
类型包括民事、刑事、执行和其他四大
类。2017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法
律援助共计投入 1.2 亿元，与 2016 年相
比增加1000万元。

从诞生之日起，体彩公益金的使用
早已超出体育范畴，2017年，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还用于地方社会公益事业50亿
元、残疾人事业 19.88 亿元、红十字事业
4.7 亿元、文化事业 4.68 亿元、足球公益
事业 4 亿元、留守儿童快乐家园 1500 万
元、禁毒关爱工程3000万元⋯⋯

这一系列数字表明，近年来，体育彩
票公益金的使用方向，更加聚焦于提供
基本公共服务、集中于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彰显了体育彩票“来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属性。 林再

2017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布

助力民生彰显体彩力量

在北京时间 9 月 8 日至 9 月 12
日进行的比赛中，有 8 场将开售胜
平负单关固定奖，涉及日乙、英甲。

日乙联赛大多在白天进行，具
有时段优势，颇受彩友青睐。9 月 8
日 17 时，日乙第 32 轮的一场焦点
战将在福冈黄蜂与松本山雅之间展
开。两支球队都是升级热门，福冈黄
蜂虽然排名在松本山雅之后，但在
状态上强于对手，不过对前者不利
的是，他们近十次与后者交手仅有
一场胜绩。

同一时间，位列升级集团的东
京绿茵与横滨FC狭路相逢。东京绿
茵因拥有优秀的青训系统而闻名，
本赛季保留了前场三外援，引进了
林陵平和李荣值等好手，具备竞争
前六名的实力。横滨 FC 攻击力出
众，客场成绩骄人，挪威前锋拉贾卜
和巴西前锋多明格斯已经攻入 23
球。2012年至今，东京绿茵从未在主
场战胜过横滨 FC，但相较之下，前
者更具朝气，此番未必没有胜机。

9月9日17时，日乙领头羊町田
泽维亚将在主场迎战排名中游的水户

蜀葵。町田泽维亚近期状态大勇，近8
轮联赛取得7胜1平的骄人战绩，水户
蜀葵近期状态虽有回升，但与对手相
比仍是处于绝对弱势。在主强客弱的
格局下，町田泽维亚未获指数足够支
持，恐怕难以延续连胜势头。

福冈黄蜂与横滨 FC 将于 9 月
12 日 18 时进行第 26 轮补赛，同样
在胜平负“单固”竞猜之列。

欧洲国家联赛大部分场次将于
本周期内进行，欧洲大多数国家和
地区的顶级与次级联赛休战，但英
格兰第三级联赛英甲仍将正常进
行。9 月 8 日至 9 月 9 日进行的英甲
比赛中，布里斯托尔流浪对阵普利
茅斯、巴恩
斯利对阵沃
尔索尔、桑
德兰对阵福
利特伍德、
牛津联对阵
考文垂入选
胜平负“单
固”赛程。

刘曦晖

单固赛程：

一周猜8场 日乙英甲唱主角

任晓静
周四 009 巴甲 弗鲁米嫩塞

VS维多利亚
点评：维多利亚本赛季做客表

现一直欠佳，近期面对弗鲁米嫩塞
落于下风。结合本场奖金来看，主队
还是被高看一线。首选建议主胜。

周四 010 巴甲 桑托斯 VS
格雷米奥

点评：两队近况相当，都算不
错。其中桑托斯近来 5 场比赛只丢
了 1 球。结合比分指数，倾向主队不
败格局。首选主胜。

荆奇
周四 003 欧国联 德国 VS 法

国
点评：本场是欧洲国家联赛的

揭幕战，受关注度极高。世界杯冠军
法国目前状态正佳，德国正在调整
期，此时与世界冠军碰撞显然并非
最佳时机。看好法国不败。

周四 010 巴甲 桑托斯 VS 格
雷米奥

点评：虽然目前格雷米奥排名更
高，不过，桑托斯近期取得连胜状态
明显提升，仍有保级压力，此番主场
作战动力值得看好。首选主胜。 江苏体彩官方微信

继续与您“签”手同行

近日，财政部发布2018年第114号
公告，公布2017年度彩票公益金筹集分
配情况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
情况。公告用大量数字和事实详解当年
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

对于老百姓来说，财政部 114 号公
告中的数字似乎有点多，但每一个数字
都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硬货”，仔
细看看没坏处。看明白这个公告，有助于
公众把下面这几个“彩票问题”看得更清
楚、更真切——在过去一年里，全国一共
卖了多少彩票？一共筹集了多少公益金？
这些公益金是怎么来的、都用到了哪里、
都是怎么用的？

化繁为简地看，财政部114号公告主
要回答了四个与彩票相关的重大社会关切。

一是彩票市场势头不错，老百姓买
彩票有增无减。

公告显示，2017年全国发行销售彩
票 4266 亿元 。这一数字比 2016 年的

3946 亿 元 增 加 了 320 亿 元 ，增 长
8.11%，增长率比 2017 年全国 6.9%的
GDP 增速还多出了 1.2 个百分点。当然，
拿彩票增幅与 GDP 增速相比是个仁智
互见的事，但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彩票
消费在我国依然是民众比较信赖、普遍
认同的一种消费形式，彩票市场的发展
势头不错，老百姓“爱买彩票”。

二是两大彩票机构齐头并进，都挺
好的。

经常有人问，福彩和体彩哪个更好？那
么，财政部114号公告给了你一个答案：这
两个“彩”都挺好的。2017年，在全国彩票
销售4266亿的大盘子里，福利彩票卖了
2169亿元，体育彩票卖了2096亿元，二者
相差仅3.36%。不难发现，福彩与体彩在
2017年的表现都不赖，它们相互促进、相
互作用、相互提高，可谓齐头并进、并驾齐
驱，双双为我国彩市增添着活力。

三是彩票公益金为社会作出的贡献

更多了。
公告显示，2017年全国共筹集彩票

公益金 1163 亿元。这一数字比 2016 年
的 1085 亿元公益金数额增加了 78 亿
元，增长 7.18%。水涨船高之下，公益金
增速同样跑赢了 GDP。彩票公益金筹集
的数额“见涨”，意味着全国彩民通过购
彩为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更大了。

四是彩票公益金受益范围更广，受
益群体更广泛。

数据显示，2017年中央彩票公益金新
增了两个使用项目，分别为足球公益事业和
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其中为前者支出4
亿、为后者支出50亿元。这两个数字说明，
彩票公益金不但每年为公益事业和体育事
业作着贡献，而且其覆盖面越来越广，受益
范围和力度得到了不断扩大和增强。

事实上，无论你买不买彩票，财政部
114号公告都与你息息相关。对此，你看
明白了吗？ 戴新

财政部114号公告 你看明白了吗

美国媒体 4 日报道，继美国苹果公
司之后，美国亚马逊公司市值4日突破1
万亿美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标准普尔高
级指数分析师霍华德·西尔弗布拉特为
消息源报道，亚马逊和苹果现在占标准
普尔500指数总体市值超过8％。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4日对比亚马
逊与传统零售企业的市值。如今，美国

90％的零售支出仍然发生在实体商店。
报道说，实体零售企业若要达到 1 万亿
美元市值，需要把全美14家最大零售企
业的市值相加。根据 2017 年收入排名，
这些企业包括沃尔玛。

只是，如今的亚马逊不仅仅是电商。
莫菲特内桑森公司分析师格雷格·梅利
克上月晚些时候写道：“我们时常会问，
亚马逊究竟是零售商、技术企业还是崭
露头角的媒体巨头？答案是都对。”

CNN4 日分析，亚马逊业绩增长主
要依托云计算、广告和付费会员业务。

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不久前上调亚

马逊股票目标价至每股2500美元。按照
这一价格，亚马逊市值将达 1.2 万亿美
元。这一上调的依据是，预计到2020年，
亚马逊营收将保持每年24％的增速。

CNN 上月援引分析师的预测报道，
亚马逊今年销售额可能增长 32％至
2650亿美元，每股收益将增加两倍。

一个独立研究机构负责人丹尼尔·
马丁斯说，“如果认为亚马逊干什么都能
成功，这有些夸张。但与此同时，我认为
亚马逊是大型企业和具有初创精神的创
业基因的最佳结合。”

杰夫·贝索斯 1994 年在车库内创

办在线书商亚马逊。亚马逊挺过本世纪
初的互联网危机，然后在零售业扩张，
改变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方式，“吞噬”实
体店市场。

2017年7月，亚马逊市值突破5000
亿美元。2018 年 2 月，亚马逊市值首次
超过微软公司。次月，亚马逊市值超过谷
歌母公司字母表，仅次于苹果公司。

苹果公司市值 8 月 2 日突破 1 万
亿美元。这家企业的股价去年一年上
涨幅度超过 30％。继亚马逊后，其他有
突破万亿市值潜力的企业包括字母表
和微软。 据新华社

亚马逊市值破万亿美元
环球 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