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通教育缘何成为两市第一股
320元“妖”股背后：

全通教育昨日小幅高开后快速
拉升一举突破300元，随后拉升至
涨停，报收320.65元，成功超越曾经
的史上第一高价股中国船舶（最高
价300元/股），成为第二只突破300
元股价的股票，荣登两市历史第一
高价股宝座。

近一个月来，全通教育股价持
续狂飙，3月4日刚刚突破200元甩
掉贵州茅台，到如今320元的天价，
仅用了14个交易日。全通教育为何
如此之妖？其快速上涨背后的逻辑
值得探究。

“妖”气一：
脚踩热点!股价冲天

近一年来，A股市场最热的两
个词无疑是“重组”与“互联网”。全
通教育作为“中国教育信息服务第
一股”，恰恰搭上了“重组”与“互联
网”的顺风车。

过去一年是中国教育的变革
之年，互联网巨头纷纷加码在线
教育市场，全通教育也恰如其时
地布局在线教育。随着移动互联
的飞速发展，全通教育开始考虑
向在线教育商转型，股价也由此
加速上行。

一年来，全通教育股价的节节
走高，与接二连三的收购有关。全通
教育坐拥固有的教师、学校、学生用
户，其通过一系列收购完善自身产
业链，打造在线教育生态圈。2015

年1月27日，全通教育公告宣布
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收
购继教网和西安习悦，复牌后股
票连续涨停逼近200元大关；而
昨日股价冲上320元，则与前一
日全通教育拟收购河北皇典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的消息不无关联。
公告显示，全通教育此次收购、整
合河北皇典，意在迅速进入河北
区域市场，巩固公司在线下服务
渠道上的固有优势。

“妖”气二：
大佬隐现!曝光充足

近日有媒体报道，全通教育
如此牛气，是因为背后“站着”包
括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在内的五位大佬。

据悉，早在2011年3月，已进
入上市辅导期的全通教育增资引
入了中小股权和中泽嘉盟两家投
资机构。中泽嘉盟以6.2元/股的
价格买入全通教育322.58万股。
截至去年底，中泽嘉盟仍合计持
有500万（经过送股）股，占全部
股份的5.14%。而中泽嘉盟的五
位股东分别是俞敏洪、江南春、丁
健、吴鹰和桂松蕾。市场传言称五
位大佬在全通教育身上合计获利
6.47亿元。

然而，新东方教育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俞敏洪日前通过微博发表
声明称，自己和全通教育没有任何
股东关系，也不占有任何股份。

虽然遭到大佬的否认，但无论
俞敏洪是否持股全通教育，作为一
家位于广东中山一角的4层楼公
司，能得到如此高的媒体曝光度和
关注度已经非常不易了，甚至可以

算得上神通广大，名人效应对于全
通教育暴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能搭上“民营教育第一人”俞敏洪的
顺风车，全通教育想不火也难。

“妖”气三：
机构疯抢!推波助澜

在全通教育暴涨背后，机构可
谓居功甚伟。作为一个全年净利润

4487.74万元，同比增长6.87%的普
通公司，不管是在股价启动上涨之
初，还是在200元上方加速奔驰之
际，都能频繁看到机构的身影。

截至去年三季报，公司前十大
流通股东均被机构占据；而在近期
公布的龙虎榜单中，也频现机构扫
货的身影。

据统计，全通教育自去年一月
复牌以来共8次登陆深交所交易公
开信息当中，除2月6日、2月10日机
构投资者出现卖出行为，其余6次
机构均呈现净流入态势。而在3月3
日全通教育股价突破200元后，机
构买入意愿依旧不减。

截至昨日收盘，全通教育市盈
率超过694倍，其业绩表现平平，分
配并无明显亮点，却被任性地炒到
总市值311亿元。作为一家登陆A股
仅一年有余的公司，全通教育连续
改写股价新纪录创造诸多神话。

300元的股价对于A股市场并
不陌生，却始终是一道令人谨记的
伤疤，中国船舶从300元直跌到15
元的悲剧依然在目，但是中国船舶
与全通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业时
代的制造与互联网时代新经济的区
别。但无论处于何种经济阶段，股价
水平都离不开公司自身的发展和实
际价值。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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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直逼12亿
大乐透爆两注千万头奖

周一晚，体彩超级大乐透第15032期开奖送出两注
1000万元头奖，当期开奖过后，奖池攀升至11.96亿元，离
12亿元关口仅一步之遥。

15032期大乐透开奖号码为“06、21、25、27、30+07、
11”，两注千万头奖分别出自浙江和陕西。数据显示，浙江
中出的1000万元出自温州97621站点，中奖彩票是一张“前
区1胆8拖+后区2拖”的胆拖复式票，共中出一等奖1注、三
等奖16注、四等奖36注、五等奖16注和六等奖1注，单票累
计擒奖1004万元。陕西中出的1000万元出自汉中21405站
点，中奖彩票是一张“前区3胆12拖+后区2拖”的胆拖复式
票，共收获一等奖1注，三等奖20注，四等奖45注，单票累计
中得1005万元。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注，这两
位幸运儿均憾失600万元的追加头奖。

当期二等奖开出62注，每注奖金10万元；其中20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6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为16万元。

尽管大乐透已连续3期开出1000万元头奖，却丝毫没
有影响到奖池前进的步伐，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增
至11.96亿元，连续第9期保持在11亿元之上，再破12亿元
指日可待。日前，南京新晋“彩神”宋先生领走了他在
15028期中得的2注头奖，助他擒下超值奖金的正是大乐
透头奖得主最常使用的复式投注，目前的奖池足以造就更
多的“彩神”，只要参与就有机会。 苏缇

“11选5”3800万大派奖
目前，体彩11选5玩法3800

万大派奖正在我省火热开展，根
据活动规则，只要中奖单票购彩
金额达到6元及以上，就可享受
到三大热门玩法的加奖实惠，显
然这不是什么难事，随意一个倍
投或者小复式，就能轻轻松松跨
过6元单票的“门槛”。所以，对于
彩民朋友来说，如何提高中奖率
才是最为根本和重要的。

复式胆拖
掌握最佳的擒奖利器
熟悉“11选5”的彩民都知

道，复式和胆拖是捕获大奖的最佳
利器。如任选三的四码复式、五码
复式、二胆五拖、二胆六拖，任选四
的五码复式、三胆全拖、两胆八拖，
任选七的六胆全拖、八码复式都有
较好的可操作性。就拿任选七来
说，采用八码复式投注，投注金额
16元，派送期间中奖可以获得90
元，不仅奖金固定而且实惠。如果
采取两胆六拖或者三胆五拖，不仅

投注金额相对减少，而且胆错也能中
奖，尤其是两胆六拖即使胆全错了也
有可能中奖。而对于任选七的六胆全
拖来说，等于只是投注10元就把11
个号码全包了，而且中奖几率相对较
高，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中4胆机会很
大，中5胆的情形也相当多。

分析冷热
建立有效的判断基础
由于“11选5”是每10分钟开奖

一次，因此开奖号码累积较多，购彩
可供分析参考的时间较短，所以最
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看走势图，直
接辨别冷热码。

假设某个号码近期连开5期，
历史走势连开5期走势居多，本期
继续追这个热码，命中的概率相对
就会比较大。反之，如果该奖号已经

连续开出10期，历史走势最多也就
开个7-8期，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要
设防这个号码会走冷。相比热号来
说，冷号较难判断。从数据上分析，
冷码的出号状态有很大的潜伏性，
很难断定本期是否会开，我们可以
采取杀掉冷码的方式适当地减少投
入，以待冷码开出后再做调整。当冷
号开出来后，一般在15期内回补，
那时候到10期左右就可以追了。

计划投注
设置合理的介入周期
在“11选5”投注的过程中，制

订计划并严格执行是很有必要的，
包括投注的号码、投注的方法、投注
的资金和投注的周期等等，而止损
点的设置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选用8码复式做任选七计划

投注，在派奖期间5期不中可稍作倍
投。如果选用“6胆全拖”做守号计划，
在派奖期间如15期未中出则可倍投，
应该说资金需要量也不是太大。

另外，任选七的派奖期间单注
奖金是30元，刚好是单式投注15期
的成本，若从最保险的角度考虑，可
采用一种更保守的“稳守型追号倍投
方案”。该方案从第1期到第13期投
注的倍数都是单倍，第14期到19期
为2倍，第20期到23期是3倍，第24
期到26期加到4倍，第27期开始加
到5倍，而此时累计投入仅108元。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做哪种方
案，都要及时进行战术调整，如追两
注号改成追一注，或者追任选三加
一个号改成任选四，从全面撒网改
成重点突击，等你追的号开出之后，
再适当地加倍数另做方案。晓寒

万元大复式票勇夺14场胜负彩70万
在14场胜负彩第15021期

竞猜中，福建彩民表现神勇，喜
夺1注价值562154元一等奖和
20注10208元二等奖，其中位于
厦门湖里区园山南路681号
96025站的彩民表现惊人，独中
1注一等奖和14注二等奖，总计
奖金705066元，中奖者是位80

后的唐先生，中奖的是一张13824
元复式票。

据唐先生介绍，之前他中过多
次火锅奖，几万和十来万的中过不
少，可20多万以上的奖一直没能中
过，这也是他多年来玩足彩的一个
遗憾，不过这个遗憾在今年2月12
日得到了彻底的补偿。在14场第

15021期中，他通过赛前的分析与
判断，几个冷门被他悉数逮着。奥格
斯堡被逼平、勒沃败北、塞维利输
球、曼联被逼平等，在赛前都被唐先
生一一精准分析出来。最终赛果出
来后，与唐先生赛前判断不谋而合。

令唐先生大感意外的是，没想
到开奖结果出来后，一、二等奖的奖

金着实让他眼前一
亮，他本以为这次
奖金顶多也就二三
十万，没想到高达

56万元，特别是二等奖的奖金也超
过了万元水准，这对唐先生来说，无
疑是锦上添花。在谈到分析投注结
果时，他说他比较喜欢去博冷，要不
然老中火锅奖，也很没意思。当然竞
彩他也会经常购买，最高还曾中过
十几万奖金，当时串的全是冷门，让
他小中了一把。 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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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盘中百点巨震

24日A股再现巨幅震荡。上证综指盘中突破3700点创
出近七年新高后，又险些跌穿3600点整数位，尾盘与深证
成指同步小幅收红。受此影响，两市成交突破1.4万亿元，再
度改写历史天量纪录。

上证综指当日以3692.57点小幅高开，早盘震荡上行并突
破3700点整数位。但上摸3715.87点的近七年新高后，沪指突现
大幅“跳水”，一路下行探至3600.70点后方才企稳。此后沪指重
拾升势，尾盘收报3691.41点，较前一交易日涨3.68点，涨幅为
0.10%。深证成指收盘报12801.20点，涨20.89点，涨幅为0.16%。

两市超过150只个股涨停，N龙韵等4只新股首日涨幅
均为约44%。

新近亮相的汇丰3月中国制造业PMI初值创下11个月
新低，远低于此前市场的预期，令市场担忧情绪有所升温。
加上经过此前的连续上涨，短期获利盘回吐压力增大，导致
A股盘中宽幅震荡，成交量也急剧放大。 据新华社

上证综指 3691.41 +3.68 +0.10%
深证成指 12801.20 +20.89 +0.16%

日央行或不继续QE
日元疲软引担忧

据CNBC报道，在经过了长达两年的大规模货宽松
(QE)后，日本仍然未能摆脱纠缠许久的通货紧缩，致使该
国将出台更多刺激举措的预期升温。不过，分析人士指出，
日本央行的手脚可能已被束缚住了。

在上周五发布的评论中，法国巴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RyutaroKono指出，“日本央行将不会再次宽松。一个原
因是，日元走弱的负面影响已经让日本政府担忧不已，从而
不再热衷于推行更多QE举措。”

2013年4月份，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承诺，要把日本
拉出通货紧缩泥沼。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启动了前所未有的
QE计划。受此影响，日元兑美元跌幅超过40%，日本股市反
弹幅度居于50%上方。

同时，受消费税上调的影响，日本进口处境维艰。去年4
月，安倍政府宣布上调消费税，造成日本进入技术性衰退。

随着日元不断贬值，食品价格飙升：去年9月至12月的
食品价格涨幅高达3.3%。根据政府发布的数据，日本约
60%的食品源自进口。与此同时，受经济不景气所累，日本
家庭一直在削减支出。

Kono指出，“消费税上调重创日本家庭收入，而日元贬
值进一步削弱家庭的消费能力。” 本报综合

央行引导利率下行信号强烈
逆回购利率降10基点

央行引导资金利率下行的力度
正加大。据央行公告，24日，央行继
续开展7天逆回购，但中标利率为
3.55%，为1周内第二次下调逆回购
利率，幅度为10个基点，而规模则
为200亿元，较上周四略增50亿元。

由于短端利率高企是近期债

券市场持续关注的焦点，从逆
回购的价格来看，央行昨日逆
回购的中标利率继续下调10个
基点，释放出强烈的引导资金
利率下行的意图，此前的3月17
日，逆回购利率刚从3.75%降至
3.65%。

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
观研究主管谢亚轩指出，7天回
购利率居高不下，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第一，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传递的信息有限。过去数周，央

行逆回购规模偏低，逆回购利率信
号作用不明显，不足以引导资金利
率下行。第二，今年货币政策定向
宽松的重点转移至信贷投放方面，
绕开了货币市场。尽管MLF持续滚
动，但其对货币市场流动性供给作
用有限。第三，强美元导致国内私
人部门增持外汇资产，而且受贬值
预期影响，去年9月以来国内资金
外流压力不断上升。国际因素也对
国内流动性构成负向冲击。第四，
利率市场化的影响，这是长期因

素，对短期变化的解释作用可能有
限。”谢亚轩认为。

从量来看，近两周来，逆回购始
终保持温和的小量规模，但同时传
闻央行又通过续作巨量MLF提供
流动性。东莞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
师陈龙预计，本周央行在非公开的
MLF操作上将继续扩大续作的规
模，以定向的方式向市场投放货币
资金，继续引导资金流向转型升级
方向和实体的中小微企业。
“另一方面，节后现金回流的到

位和财政资金的投放，将大大超过
存款准备金上缴的规模，从而使本
周的资金面整体呈现出不断走松的
格局。”陈龙预计，25日上缴存款准
备金会有一定的规模，预计在500
亿元左右。

截至记者发稿时，24日早盘已
成交的三个品种资金价格均有所回
落。其中，7天回购利率下跌了10个
基点至3.92%附近，而隔夜回购利
率下行了4个基点至3.16%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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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001澳大利亚超级
联赛 布里斯班狮吼 VS西悉
尼漫步者（胜平负单固玩法）

点评：两队近况都不甚理
想! 其中布里斯班狮吼要略好

一些! 加上在对战往绩上稍稍

占据优势! 考虑到漫步者本赛

季客战成绩糟糕! 本场不妨看

高主队一线$

周三 002国际赛 丹麦
VS美国

点评：美国队本次招入了!

名在德国踢球的球员! 阵容与

世界杯期间可能会有较多变

化! 不过整体实力应在丹麦之

上! 加上拥有明星主帅克林斯

曼!本场不败可能性更大$

周三 004国际赛 苏格
兰 VS北爱尔兰

点评：北爱尔兰去年曾击
败劲旅希腊和匈牙利! 国际排

名与苏格兰几乎不相上下!本

场交锋不妨看好其客场不败$

周三006巴西圣保罗州
锦标赛 帕尔梅拉斯 VS圣
保罗

点评：两队在州锦标赛的
表现都很不错 ! 就以往交锋

情况来看 ! 帕尔梅拉斯要落

尽下风 ! 建议本场倾向圣保

罗不败$

新“彩神”领奖2000万
江苏老汉连擒2注大乐透

玩彩时间稍长的彩民可能会记
得，五年前南京曾出了个连中两注
大乐透的“彩神”林先生！如今“彩
神”又回来了！在前不久开奖的大乐
透15028期，南京一老汉几乎复制
了林先生的神话，连中两注大乐透
头奖，总奖金达到2048万多元。

和老“彩神”如出一辙
曾中过无数的小奖

昨日中午，这位新“彩神”宋先
生在好友的陪伴下悄然来到省体彩
中心领走了这笔大奖。和老“彩神”
相似的是，宋老汉在其购彩生涯中
也曾中过不少小奖，主打玩法是7位
数和大乐透，但中的奖金并不高，最
多的也就是几千元。“虽然以前没中

过多少大奖，但小奖不断一直让
我很有信心，总觉得离大奖不远
了。”宋老汉面对记者，非常平静地
说道。不过，他又话锋一转：“其实
我以前很喜欢玩你们大乐透的附
加玩法，很有意思，我还是很有幸
地经常中奖，可惜现在取消了。”再
看看两张大乐透的中奖票，也就

不奇怪了，宋老汉都是采用后区复式
票，也正因为在大乐透附加玩法打下
的功底才促成了他今天的中奖。

新“彩神”技术含量更
高 复式多期追加全上

当年的“彩神”林先生是在同一
个站点两次中出大乐透头奖，而新

“彩神”宋老汉则是分别在两个站点
中出。林先生当年两张票几乎是一
模一样的“克隆票”，采用的是双区
复式的重磅票，而宋先生显得技术
含量更高，在01851站点购买的是
一张多期+复式+追加“5+3”迷你
票，几乎把大乐透所有的武器都用
上，由于这张票采用多期投注，之前

宋老汉还兑过一次5元的小奖，而
在15028期，这张票身价大涨，一举
夺得当期头奖，奖金达到12539800
元。而在01068站点购买的票略显
简单，是一张“5+4”迷你票，总奖金
达到7949024元，两张票合计达到
2048万多元。令人疑惑的是为何要
分两个站点购买呢？宋老汉解释道：
“我对这组号码感觉特别好，买完后
来又路过一个站点，在后区添了两
个数字又打了一遍。”

不过我们也很理解新“彩神”
为何没有在第二张票追加，因为他
不同于当年的老彩神，走的就是经
济实惠的路线，两张票加起来也就
30元，很值得喜欢大乐透的朋友
借鉴。 晓寒

57万大奖稳收囊中
豪投510张竞彩票

组合自由、玩法灵活是混合过关投注的最大亮点，也因
此深得不少彩民喜爱；遇上自己把握十足的比赛，大胆进行
倍投，还能收获更多奖金。日前，大连市一位足彩爱好者就
这样“任性”了一回：他在位于沙河口区锦程西园4号
4-1-1的第16220号体彩投注站购买了510张竞彩混合过
关2串1，一举将57万余元大奖稳稳收入囊中。

3月19日，大连市体彩中心迎来一位兑奖彩民。令工作
人员印象深刻的是，前来兑奖的彩民不是拿着几张中奖票，
而是出示了整整一摞中奖票。仔细一看，这位中奖彩民是对
3月15日亚特兰大VS乌迪内斯“平”、波尔多VS巴黎圣日耳
曼“胜”两场比赛进行混合投注。单张彩票进行了99倍投
注，共投注了510张。按照当期开奖结果显示，这位彩民共
中得575586元奖金。

如此“任性”的投注方式，彩民当时到底是咋想的呢？
笔者随后了解到，中奖彩民王先生是多年的足彩彩民，喜
好研究足球赛事和竞彩投注方式技巧。当日的两场比赛，
因为此前对球队球员近期状态、历史交锋等情况进行了全
面分析，自认为非常有把握，才选择了这种投注方式。在获
得57万元奖金后，王先生也表示，竞彩足彩投注的金额不
在于大小，还是要量力而行，享受竞彩游戏带给自己的乐
趣更为重要。 木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