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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玩法开奖公告
“36选7”第18083期

正选号：03+04+11+12+16+17+20
特别号：31
销售总额为1150296元；
特等奖0注，每注奖金0元；
一等奖0注，每注奖金0元；
二等奖17注，每注奖金2552元；
特等奖基金积累数为：44979332元。

“22选5”第18193期
开奖结果：02+05+08+16+17
销售总额为：100782元；
特等奖13注，每注奖金1323元。

“排列3”第18193期
开奖结果：3+8+2
我省销售总额为：236926元；
排列3直选我省37注，每注奖金1040元；
排列3组选6我省207注，每注奖金173元。

“排列5”第18193期
开奖结果：3+8+2+3+9
我省销售总额为：137666元；
排列5直选我省5注，每注奖金100000元。

注：开奖公告以公证员公证数据为准。注：开奖公告以公证员公证数据为准。

摇奖机篇
每周一、三、六晚 20∶30，北京丰台体育

中心的气氛都是紧张而严肃的，此时现场正
在进行购彩者最关心的体彩大乐透摇奖。
在公证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下，一个个体彩
大乐透开奖号码被摇出，摆放在开奖主舞台
的中央的体彩大乐透摇奖机成为了全场的
焦点。

一直以来，不少购彩者对于摇奖机都存
在疑问——摇奖球真的是被随机摇出来的
吗？为了解开这些疑惑，我们就从体彩大乐
透摇奖机说起，来看看这位“维纳斯”都有什
么“秘密”。

“维纳斯”的诞生

说起“维纳斯”，不少人第一时间想起的
是那位断臂女神，但今天我们要说的“维纳
斯”，是体彩大乐透摇奖机。

“这机器长得很像太空穿梭机呀！”2007
年 5 月 10 日，来自法国的“维纳斯 3 代”摇奖
机首次在位于北京丰台体育中心的中国体育
彩票摇奖大厅亮相，引来一片赞叹之声，来自
全国各地的 20 多家媒体以及购彩者代表见
证了摇奖机揭幕的一刻。

目前体彩大乐透开奖使用的“维纳斯”由

法国梅森阿尔福EDITEC公司生产，搅拌仓由
透明高级树脂制成，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摇
奖球从搅拌到出球的全过程。

“维纳斯”是国际最先进的摇奖设备之
一，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子元器质量体系
认证，被世界很多国家的彩票机构使用，如美
国、西班牙、法国、新加坡等。

“随机与公平”不是说说而已

据了解，摇奖机的设计是以科学原理为
基础，并通过反复多次实验及论证。最早的
摇奖机是由法国科学家研发出来的，按照摇
奖方式又分为一代的搅拌式摇奖机和二代的
吹气式摇奖机。“维纳斯”采用的是吹气式搅
拌方法，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公平的摇
奖方式之一。依靠气流搅拌摇奖球的方式，
避免摇奖球在搅拌过程中与其他介质的接

触，在短时间内形成更为充分的搅拌，以保证
摇奖结果的随机性和公平性。

吹气式摇奖机的原理简单来说，就是利
用风机将空气导入加压泵，加压泵将压缩空
气通过导气管吹入搅拌仓（透明容器）中，摇
奖球在气流的作用下进行快速充分的“搅
拌”，电控模块按照时间设置定时开启出球
阀，随机依次摇出规定数量的摇奖球，摇奖结
束后电源自动关闭。

为了保证摇奖的顺利进行，每次摇奖前，
工作人员都会使用试机球进行 2次摇奖机试
运行工作，整个试运行过程在公证人员的监
督下进行，并录制试运行过程。

奥运明星与“维纳斯”

2008年，国家体彩中心启动了为期 15周
的“奥运明星开奖计划”，每周体彩大乐透开

奖时，都有一名奥运明星亲手启动摇奖机，并
与现场观摩开奖的购彩者们进行“零距离”接
触，共同见证体彩阳光开奖的过程。这些开
奖明星当中有奥运冠军、奥运火炬手或者亲
历奥运的优秀教练员、记者等。何雯娜、仲
满、林丹、杜丽等都曾是“维纳斯”的启动者。
2011 年，著名演员海清也受邀走进体彩开奖
大厅，启动摇奖机，参与并观看了体彩大乐透
开奖。

其实，每位购彩者都有机会亲眼见证体
彩大乐透的开奖过程。2011年 7月 18日，“相
约大乐透”活动启动，符合条件的社会大众均
可报名，到现场观摩体彩大乐透开奖全过程，
并上台近距离观察摇奖机。

如果说公信力是体彩的生命，体彩大乐
透摇奖机“维纳斯”就是体彩开奖“公开、公
平、公正”的见证者。

□ 关言

揭开大乐透摇奖机“维纳斯”的秘密

7 月 19 日，河北
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
在生产车间工作。

近年来，国家发
改委第二批再制造试
点单位、河北省迁西
县河北瑞兆激光再制
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瞄准动力机电设备高
端再制造、智能再制
造等，助力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和绿色发
展。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新华社大连7月19日电（记者 白涌
泉）大商所 18日晚间发布通知，针对标准
仓单质押融资业务修改相关规则，以进一
步满足融资客户及银行需求，提升交易所
服务水平。

根据通知，大商所此次对标准仓单质
押融资业务及相关规则的修改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会员或客户使用标

准仓单对外提供担保的，应在交易所办理
质权登记；二是质押仓单可申请直接卖交
割，即借款人在无需赎回质押仓单的情况
下，经银行同意，可将质押仓单直接申请卖
交割，交割货款直接划转至银行账户；三是
买交割标准仓单可直接质押登记，即客户
用银行贷款支付交割货款所购入的标准仓
单，在交易所结算后即可完成质押登记。

据了解，大商所近年不断推进银期合
作，其中标准仓单质押融资是与银行较早
合作的业务之一，但目前参与者在该项业
务实践操作过程中还有一些不便之处。
市场人士表示，大商所标准仓单质押融资
业务规则修改后，将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产
业客户融资需求，有利于提高银行为交割
买方提供仓单质押融资的积极性。

供应链从制造业整个生命周期的各
环节加速制造产业升级，实现降本增效，
打通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任督二脉”。
广东一批现代智能供应链企业的发展壮
大，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成本负担。

打造要素分配新模式 挖掘产
业环节价值潜力

“75 万元的价格优惠，120 万元至 130
万元的财务成本节约，仅仅是把采购渠道
换成供应链服务公司，公司一年 5%左右
的利润就这么赚到了。”广州电缆厂有限
公司采购部副部长邹杰说，这是他们通过
供通云供应链集团进行原材料采购合作
的结果。

不仅是直接账面的可见利润增加，对
于广州电缆厂而言，供应链服务带来的竞
争力提升也尤为重要。“采购成本降下来，
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而且可以更专注
于核心业务，去占领市场。”邹杰说。

采购渠道交给智能供应链企业，物流
保障也更省心。以前，贸易商有时不能及

时到货，停机待料一个小时保守估计损失
就有1万元。更别说无法及时交付电缆带
来的品牌美誉度和市场份额等损失。现
在，不仅不会出现原材料到货延误问题，
一个月一两次的临时“任性”调货，也能及
时办到。

这就是供应链服务对实体企业的魅
力所在：要素分配进一步优化，产业环节
中隐藏的利润得到挖掘，核心业务能力不
断提升。

供应链模式加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随着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和供应链服
务发展的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点点滴
滴渗透落实到市场经济的血脉当中。

和广州电缆厂一样，不少制造业企业
过去都有自己的物流运输部门，养人养
车，可运输量又不是特别大。现在，它们
多开始原材料等各方面的供应链服务合
作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供
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提出，供应

链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供
应链通过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促进产业
跨界和协同发展，降低企业经营和交易成
本。供应链金融的规范发展，有利于拓宽
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确保资金流向实
体经济。

供应链的整合优化能力，对产品生
产、贸易、流动、融资、研发等各个领域产
生“震动”，从而引发良性连锁反应，成为

“去产能”事前事后的有效整合手段，加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
部研究室主任魏际刚认为，供应链将制造
业企业内部价值链与外部价值链连接起
来，可以使企业最大限度地分享外部规模
经济与范围经济；同时，制造业可以借助
供应链整合相关方的核心优势，从而使产
业竞争优势最大化。

加快供应链全球布局 实现高
质量发展

“中国要有一批企业成为供应链的主

导者，这是市场的需求。”深圳市怡亚通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邱普说，供应链
与产业链、价值链的协同发展是产业增长
的新动力。供应链是产业链的基础，产业
链围绕供应链而成。供应链体系建设越
完善，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就越高，企业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就越大。

目前，全球范围的产业合作模式不断
更迭，这必将推动搭建“产业脉络”的供应
链产业深度变革。中国供应链企业正在
用一种更开放的姿态登上世界经济舞台。

据统计，目前全国供应链管理企业
约 90%集中在广东，涌现出一批供应链
管理上市企业。目前，国内供应链已发
展到与互联网、物联网深度融合的智能
供应链新阶段。雪松控股集团董事长张
劲说：“智能供应链的创新和应用，将重
塑市场经济的血脉和神经，对于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具有重要意义。”

□ 新华社记者 孟盈如
（新华社广州7月19日电）

新华社华盛顿7月18日电（记者
杨承霖 高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8
日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
示，今年 5 月底至 7 月初，美国经济继
续温和扩张，但制造商普遍担心美国
关税政策造成物价上涨和供应中断。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报告根据下属
12 家地区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
编制而成，也称“褐皮书”。报告显示，
所有辖区的制造商都对美国关税政策
表示忧虑，许多辖区报告“新的贸易政
策”导致物价上涨和供应中断。

例如，位于马里兰州的一家罐头
制造商称，钢铝关税导致在美国国内
无法找到合乎质量要求、价格合理的
钢铁原材料；位于费城联邦储备银行
辖区的一家设备制造商称，钢铝关税
造成订单中断、价格上涨并引发恐慌
性抢购；位于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辖
区的企业则普遍担心贸易争端和关税
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

报告指出，包括燃料、建筑材料、
金属等在内的主要原材料价格进一步
上涨，其中金属和木材价格上涨受到
了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但报告认
为，原材料成本上涨对消费价格的影
响较为温和。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出席美国
国会听证会时表示，如果其他国家对
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导致美国经济增长
放缓，美联储可以通过降息来稳定经
济；如果美国加征关税导致通胀率加
速上升，将给美联储带来重大政策挑
战，因为通常美联储需要通过加息来
抑制通胀。

随着我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金第一支
柱承担的支付压力重，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发展相
对缓慢。因此，仍在探索中的第三支柱“个人账户”
被市场寄予厚望。

今年 3 月，证监会发布《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
指引（试行）》，以支持公募基金行业服务个人投资者
养老投资。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明年5月养老金第三支柱将向公募基金开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 18 日在华夏基金养
老高峰论坛上表示，基金行业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
金中大有可为，公募基金在海外养老金第三支柱中
扮演重要角色。从海外经验看，税收优惠、长期锁定
等发挥了关键作用。

数据显示，2017 年底美国第三支柱资产规模为
9.2 万亿美元，相当于本国 GDP 的 49.54%；巴西第三
支柱资产规模为 0.39 万亿美元，相当于本国 GDP 的
23%左右。董克用假设，我国第三支柱如果能够达
到GDP的20%，资产规模将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

“因此长期来看，我国养老金第三支柱还有更大
发展空间，当然这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他说。

业界认为，未来第三支柱的发展应该赋予个人
投资者更多的产品选择权，符合条件的第三支柱产
品都进入账户平台，通过唯一的账户制来实现长期
投资和税收优惠，保证账户公平性。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个人投资者变换开户银行、转换工作，第三支柱
养老账户依然可以“户随人走”。

目前，基金行业已经开始加快了相关产品的布
局，“蓄势”助力养老金第三支柱。在华夏基金总经
理李一梅看来，唤醒国民投资养老意识，转变养老理
念非常重要也非常急迫。她建议，养老金是“长钱”，
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在考核机制、投资过程管理等方
面引导养老金长线投资，避免短期排名和频繁申赎，
不能让长钱短期化。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广峰
认为，电商领域老龄化产品的市场覆盖性越来越强，
养老目标基金的出现可以在资源整合上与互联网形
成良好的互动。

□ 新华社记者 刘慧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据新华社上海7月19日电（记者 桑彤）19 日 A
股延续调整势头，走出四连阴行情。创业板指数跌
幅较大，超过1个百分点。

当日上证综指以2791.02点小幅高开，全天震荡
走低，最终收报2772.55点，跌14.71点，跌幅为0.53%。

深证成指收报9148.78点，跌46.46点，跌幅为0.51%。
创业板指数跌 1.11%，以 1590.06 点报收。中小

板指数收报6396.14点，跌幅为0.23%。
随着股市下跌，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有 730

只交易品种上涨，2672只交易品种下跌。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逾3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保险、钢铁、水泥制造涨幅居前，
前两板块涨幅在 1.0%以上；林业、航空运输、医疗服
务跌幅居前，跌幅均在3.0%以上。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1293.75 亿元和 1815.53 亿
元，总量继续维持低位，约3100亿元。

A股走出四连阴行情
供应链打通经济高质量发展“任督二脉”

大商所修改标准仓单质押融资业务相关规则

美联储调查显示

美 国 制 造 商 对
关税政策感到忧虑

本幼儿园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德屏南支行开户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4036000294201。声明作废。

屏南县小福龙幼儿园
2018年7月20日

本经营部遗失2013年11月15日由
福安市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350981L64578744。声明作废。

福安市振强钢材经营部
2018年7月20日

张定寿、李秋红夫妇遗失女
儿张炜灵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O350659034。声明作废。

挂失人：张定寿 李秋红
2018年7月20日

本单位财务章毁损，章文：福
鼎市第一中学财务专用章。编
码：3522030010770。声明作废。

福鼎市第一中学
2018年7月20日

本单位遗失周宁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李墩信用社开户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403800067302。声明作废。

周宁县李墩镇人民政府老区办公室
2018年7月20日

本公司遗失2016年5月4日由福安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5098177963206X0。声明作废。

福建百卉花艺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0日

本公司遗失福建省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流美信用社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032001113401。声明作废。

福建吉中吉刀剪五金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0日

本人遗失一辆红色江铃牌二轮摩托车，
车牌号：闽 JA9057，发动机号：30069690，车
架号：LBRSPJB5430052508。声明牌证作废。

挂失人：陈长久
2018年7月20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号：
35222919451125051643。声明作废。

挂失人：李红津
2018年7月20日

本花屋遗失2007年8月8日由福鼎市
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352224196702125934。声明作废。

福鼎燕子花屋
2018年7月20日

通知
吴光仔，你于1996年与我镇（福安市溪柄镇）

有业务往来，于1996年9月向我镇借款办理车
辆购置事宜，但至今仍未还款，请看到此通知
后于10日内与福安市溪柄镇联系，联系单位：
溪柄镇人民政府，联系电话：0593-6265010，
18059367733。若未按时与我镇联系，届时将

通过法律途径追溯相关责任。
特此通知

福安市溪柄镇人民政府
2018年7月20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经宁德蕉城强兴餐饮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17
日的股东决定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
段，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
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建兴 联系电话：18250311166
联系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天湖东路 1 号万达广

场室内步行街3层335商铺
宁德蕉城强兴餐饮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刘建兴 副组长：张旭
2018年7月20日

遗失
声明

遗失
声明

公募基金“蓄势”
助力养老金第三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