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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
开奖公告

排列3、排列5前7期中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前三期中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
公告为准。

期数 排列三 排列五

期数 中奖号码

我省彩民获 2013年“体彩在我身边”征文一等奖
今日女 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全秀娟）1 月 8 日，由国家体彩中心、
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主办，《中国体
彩报》承办的 2013“体彩在我身边”
主题征文颁奖仪式暨座谈会在京
举行。国家体彩中心主任王卫东参
加了颁奖仪式和座谈。我省获得征
文一等奖的胡小卫，作为全国 60
篇获奖作品的作者代表，参加了颁
奖仪式并观看了当晚的体彩开奖。

颁奖仪式后，一次由“体彩在
我身边”征文引起的与“体彩文化”
有关的座谈会举行。与会者畅所
欲言，座谈体彩生活、体彩发展和
体彩文化。“小彩票，大人生。”在

座谈会发言中，来自湖南的胡小卫
动情地说出了这几个字。

胡小卫是征文《28306，贴在墙
上的爱》的作者。此文是全体评委
一致评出的第一篇一等奖作品。胡
小卫说起写作此文的初衷：她的邻
居张大妈购买排列 5，几乎贴满了
一整面墙，号码全部一样：28306。
原来，她的儿子曾是一名运动员，
在一次酗酒后滋事，把一位行人打
成重伤，被判刑十年。“28306”是
儿子出狱的时间。2 是指“2012 年”，
8 是指 8 月，30 是指 30 日，至于 6，
则是取个好兆头，意指出狱以后一
路顺风。“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体

彩不仅是一个希望，更是联系家庭
的纽带。”胡小卫说。　　

王卫东在为获奖者颁奖并认
真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谈了自己的
感受。“这次征文的主题叫‘体彩
在我身边’，作品都围绕‘身边’与‘体
彩’，写出了真实的感受和感人的
情怀。这说明，体育彩票确实真
真切切地影响着大家的生活，而
且这种影响体现更多的是真善美
和正能量。”

王卫东举了此次征文中让他
印象深刻的一篇作品为例，“湖南
一位彩民在来稿中写了这么一件
事。他买体育彩票中了两万多块

钱的奖金。中奖之后，他把奖金
捐赠给他儿子的一个家境困难的
同班同学。这个同学则把两万多
块钱，转赠给了另一个更困难的学
妹，希望她好好学习，并要求她
定时向捐款人汇报学习进展。给
我留下很深印象。”

王卫东说，这篇征文讲述的
就是一个典型的“爱心传递”的故
事。发现爱，奉献爱，传递爱，这
也是体育彩票发行 19 年来的一个
永恒主题和不应改变的体彩文化。

“体彩在我身边”征文活动，就是
体彩文化和体彩精神不同视角的呈
现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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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你不能错过的“理财节点”

“国际国内金融政策出现重大变化
时，也是投资理财的好时机。”农业银行湖
南省分行国际金融理财师周明告诉记者，
比如2013年，长沙多家银行的存款利率上
浮了10%，这时，对于喜欢银行存款的投资
者来说，收益自然直线上升。 

那么，今年可能会有哪些金融政策出
台，带给我们不错的理财机会呢？

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推出时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今

年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或有相应动作，其中
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开应该已没有悬念。”

银河期货宏观经济研究员赵先卫认
为，如果存款保险制度能够建立起来，对
于存款人是一个保护，而银行间接受到金
融管制方面的约束可能会减轻，这样对于
银行的创新，包括各种业务活动、工具的创
新也是一个激励。人们投资的理财产品或
许会越来越丰富。

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推出时
近日，有消息透露，目前，央行、银监

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已经着
手研究设立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可行性
方案。业内人士表示，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
成立后，可帮助和激励银行提供更多的住房
按揭贷款，使购房者获得更大范围更有力的
住房信贷支持。或许，到时，无论是买房自
住，或者是投资，都变得稍为轻松一点。

第二批自贸区公布时
继上海自贸区闪耀登场后，目前已有

11个省市提交或者还在修改自贸区方案，
2014年下半年很可能将有新的自贸区获
批。第二批自贸区或在天津东疆，广东南
沙、前海和横琴，浙江舟山，福建平潭，
山东青岛，河北曹妃甸等地产生。到那
时，湖南欲前往自贸区的投资者就有了更
多的选择。

余额宝火了后，网络理财产品红极一时，这
把热火也烧到了2014年。除了市场上已经出现的
百度百发、“数米胜百八”等收益率8%以上的网
络高收益产品，新浪、腾讯、搜狐、网易、京东商
城等正在与基金公司合作，拟推出类似的互联网
金融产品。只是，如果要投资这类产品，就要提
前关注网站公布的具体信息。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唐天喜 实习生 刘琼

在最近一个月内，相信很多人都发现了，银
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在飙升，达到了近一年来的
最高点。你是否想过，是不是每年都有一些这样
的时间节点，在理财时，能获得相对更好的收
益？事实上，确实有！而且，可以负责任地告诉
你，每年有很多这样的理财时间节点！只是，你
真的忽略了它。

股市投资应把握新股发行时
今年，停止发行了一年多的新股IPO已重

启，这对于热衷于炒新股的投资者而言，多
了一个机会。只是新股的发行按照持有股票市
值配售以及新股上市首日涨幅确定在发行价的
140%以内的监管新规，会让那些喜欢恶炒新股
的大鳄们心中不爽。但普通投资者中签的希望
却增多了。据了解，今年每月都将有不少新股
发行。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师杨德龙表示，打新还
是要从市值的角度来看，小市值的股票打新的
收益率可能会偏高。对于大市值的股票，中签
率虽然高，但收益率也会降低。而从行业角度
来说，医疗、文化传媒、电子信息等方面的IPO
股票往往受到一些基金经理的青睐。

门户网站
发行网络理财产品时

今日女报/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谭
建衡）“‘限时抢购’的天美华乳含牛初乳奶
干原味458g在淘宝网卖28.8元，在建设银行的
‘善融商务’只要19元。”随着春节临近，有网
购达人发现，银行系电商平台开始叫板淘宝、
京东等传统电商，并打起了年货促销战。近日，
记者从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获悉，该行“善融
商务”推出一系列年货优惠活动，并在每天上
午10时开展年货“限时抢购”。

与一般电商相比，“善融商务”依托建设
银行网点资源，掌握第一手企业资料，这些真
实有效的企业客户有良好的信誉、优质的产
品，其中不乏龙头企业，能够让消费者更加放
心。结算时，可选择普通支付、贷款支付、信用
卡分期以及组合支付等多种方式，满足个性化
的支付需求。在这个平台上，企业能直接面对
客户，有效减少流转环节和成本，同时，还能够
与其它企业强强联合，因此，消费者可享受到
各项优惠活动。此外，入驻善融商务的网上商
城，对企业来说，免去了商户保证金、年费、服
务费、免商户借记卡支付结算手续费等。相比
其他的电商平台，可以每年节省二十多万元的
入驻成本。而且，企业通过该平台，在贷款融
资的审批环节可享受绿色通道待遇。

数据显示，自2012年6月开通以来，截止
2013年12月31日，建行善融商务平台入驻商户
达3万余户，注册会员超过300万，当年成交金额
277亿元。融资贷款发放34亿元，累计发放40亿
元。湖南地区已有快乐购、金健米业等近千家
知名商户入驻，2013年交易额已突破8亿元。

■捡便宜

买年货，银行系电商更便宜

金融政策出现变化时

银行业务经营考核的关键时点
“银行业敏感货币数据发布时，

或者是各银行业务经营考核的关键时
点，往往是银行和银行员工业绩压力
最大时，这时，往往会有一些收益率
更高的理财产品出现。”农业银行湖
南省分行国际金融理财师周明告诉今
日女报/凤网记者，“但此时收益率走
高的还有其它相关的理财产品供大家
选择。”

12月
刚刚过去的2013年12月，相信不

少人在银行都购买到了收益率远超平
时的银行理财产品。据银率网数据统
计，截止2013年12月28日，12月份98家
商业银行共发行了3715款理财产品，
较11月环比上升1.1%。而且，该月银
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刷新了
2013年全年最高纪录，同时，一些银
行的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也因此日
渐攀高，一度涨至7%以上。比如，
2013年12月25日，中信银行长沙分行
就推出了收益率达到7.1%的理财产
品。

收 益 率 走 高 的 原 因 就 是 ， 1 2 月
底正是年末，各家银行都面临业绩考
核 ， 以 及 央 行 考 核 银 行 的 资 本 充 足
率，以至于各家银行这时愿意付出更
高的利息来竞争到资金。

而对于余钱不足5万的投资者来
说，也不用灰心，因为像余额宝之类
的货币基金产品的收益在这个时间节
点的收益同样也升得很高。比如，余
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在2013年6月刚
开始时只有4%左右，而进入2013年12
月则一路飙升，2013年12月31日达到
了6.696%。原因就是，基金类产品也
是银行争取存款的重要对象，余额宝
就是把你的钱借给银行收大额存款协
议的利息。

春节
进入1月份后，银行理财产品的

收益率有所回落，但春节临近，却又

相应让近期的理财收
益整体上仍居高不下。
据财汇资讯统计，从1月13日起，各
商业银行在售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共计
184款，其中预期收益率超过6%的产
品达81款，占比达44%；而预期收益
率超过5.5%的产品则达148款，占比达
80.4%。比如，浦发银行长沙分行1月
14日在售的17款理财产品中，13款理
财产品收益率在6.0%左右，与该行在
2013年12月中旬推出的大多数理财产
品收益率不相上下。

6月
虽然6月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

比不上12月，但每年6月底和12月底
一样，也是由于央行考核银行的资本
充足率和企业半年度结算导致资金回
笼，市场缺钱，银行和企业这时就需
要付出更高的利息来借到资金。还记
得2013年的6月吧，正因为此前银行业
出现了“钱荒”，导致银行理财产品
的收益率由此前的3.0%左右一下子上
升到5%左右。

季末和月末
与6月和12月一样，季末和月末，

也是每个银行以及银行员工考核的重
要时刻，这时推出的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通常都会稍高一些。

传统节日
从 2 0 1 0 年 开 始 ， 很 多 银 行 开 始

推销节日理财产品。比如，中国银行
和光大银行曾推出“三八”妇女节专
属理财产品，招商银行、农业银行等
曾推出端午节理财产品等等。根据对
比，可以发现，节日理财产品一般都
会比同期发行的同类理财产品的预期
收益率高。但这些理财产品，大多属
于超短期产品，期限在2～14天不等，
虽然收益高，但因为期限短，只适合
短期大额流动资金来操作，或者是那
些恰好从股市中退出来的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