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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17日

第 2016315期 开奖号码: 8 8 8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2956
0
0

1040
346
173

3074240
0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17日 第 2016135期 开奖号码

红球: 33 20 02
下期奖池 ： 973012992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08 18 10 蓝球: 12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172
2419
99972

1601151

13092179

24
7

153
3865
66798

523559

0
93537
3000
200
10

5

5536282

11月17日A股继续走势分化，
不过与前一交易日的沪弱深强相
反，当日上证综指盘中3200点失而
复得后小幅反弹。 行业板块涨跌数
量持平，“PPP概念”受到市场热捧。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跌破3200
点， 报3198.50点。 早盘沪指下探
3187.20点后震荡回升，尾盘温和收
红，涨幅为0.11%。深证成指中断反
弹小幅收跌，跌幅为0.21%。创业板
指数表现略弱于两市大盘。

行业板块涨跌数量持平。 得益
于“PPP概念”受到市场热捧，建筑
工程板块整体涨幅超过2%。 通信、
运输物流、 电力板块涨幅靠前。IT、
日用品板块跌幅超过1%。

■据新华社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下称华菱集团）日
前通过境外平台子公司华菱
（新加坡） 矿业投资有限公
司，顺利完成3.548亿美元境
外可交换债券的发行， 债券
期限为5年，交换标的为在澳
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澳
大利亚矿石生产商FMG公
司的普通股股票6497万股。
据了解， 这是迄今为止非投
资级中国企业境外可交换债
发行规模最大的一单。

2009年， 华菱集团投资
12.72亿澳元入 股 FMG公
司，成为其第二大股东。今年
11月1日，FMG公司股票较
2016 年 年 初 累 计 上 涨
193%，在此利好势头下此次
债券发行成功定价。 华菱集

团资本运营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债券最终的发行价格在发
行参考价的基础上实现了
30%的溢价率，对应转股价格
为每股FMG股票7.124澳元。
此外， 还实现了0票息、2%到
期年化收益率的较低发行利
率，这些迹象表明债券受到投
资者的青睐。

华菱集团有关负责人介
绍， 此次债券发行在新加坡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为华菱集
团在境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创
下了多个“第一”：湖南省境外
发行可交换债券的第一单；无
国际评级且无第三方担保增信
的中国钢铁企业境外债券融资
的第一单； 中国企业利用所持
境外上市外资企业股票发行可
交换债券的第一单。

深港通对于内陆投资者
来说，与沪港通区别不大，都
是一个投资港股的通道，但
对于香港投资者以及国际投
资者来说， 则可以通过深股
通投资深圳市场的股票。那
么， 对于内地投资者来说，深
港通开通将带来哪些投资机
会？尤其是不具有开通深圳市
场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的投
资者，又该怎样获得一杯羹？

首先是深市低估值蓝筹
相对受益。低估值、高股息一
直是蓝筹股的优势， 市场认
为优质的白马股应具有低估值
(市盈率<30)、 高股息率>2.5%、
PB小于4倍的特征。

其次是QFII在深交所重
仓的个股。QFII重仓的个股，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海外
投资者的偏好， 那么这些个
股也会受到通过深股通进来
的资金的欢迎。因此，投资者
可以根据QFII在深交所重仓
的个股进行筛选。

最后就是券商股。 深港
通开通直接的受益者就是作
为通道提供者的券商， 他们
将获得更多的业务收入来
源。 因此， 随着深港通的开
通， 券商股必然会形成一波
行情，尤其是低估值的券商，
比如申万宏源、西南证券、方
正证券等。

“深港通”或下周放行，湖南已可开户
19日第五次全网测试 模拟开通首日运行场景 门槛50万元资产，低估值蓝筹相对受益

■记者 黄文成

11月19日深交所将联合港交所等公司进行第五次全
网测试，诸多迹象显示，深港通最快将于11月21日正式推
出。目前湖南地区的券商已可以开户。不过，也有券商人士
表示，监管部门一般会在深港通开通前一周，提前给券商
打好招呼，但是目前仍未动静。因此，下周一开通的可能性
并不大。

11月15日，深交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联合发出通知称，
为确保“深港通”业务顺利推出，深交所联合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香港联交所、香港结算定于2016年11月19日组织全网测
试，模拟“深港通”业务开通首日(交易业务启动)运行场景。

此前， 深交所已经联合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10月22日至
23日、10月29日至30日、11月5日至6日、11月12日组织了4次全网
测试。因此，此次测试被市场解读为深港通开通之前的最后一次
测试，另外有媒体解读认为，11月21日或将是正式开通的日期。

19日“深港通”进行第五次全网测试

虽然目前深港通开通的
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但市场
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

据记者调查， 目前湖南
地区大部分券商营业部已基
本可以进行柜台开户， 有的
全国性券商甚至已实现手机
客户端， 直接开通深港通权
限的功能。 深圳市场港股通
业务交易权限的开通门槛与
上海一样， 也是50万元资产
的要求，且开通流程相似。

与此同时， 作为投资机
构的公募基金公司也早已磨
刀霍霍。

据相关媒体报道， 北上

广的多家基金公司争相在香
港发行基金产品， 额度紧缺
的QDII产品更是发行首日便
售罄， 此外对资金敏感的保
险资金、 实业资金也在布局
港股市场。

对于公募基金积极布局
现象， 华夏基金投资总监阳
琨表示：“深港通是人民币国
际化的重要举措， 不仅让国
际投资人可以更便利地投资
A股， 也拓宽了内地投资者
的投资领域，增加投资品种。
可以预期的是， 随着深港通
的开通， 很多国内的资金会
流入香港市场。”

湖南地区已可开户

将给A股带来三大机会

华菱集团境外直接融资3.5亿美元

华菱钢铁集团是湖南省
最大的省属国企和全国钢铁
行业十强之一， 也是全球最
大的宽厚板生产企业、 先进
汽车板生产企业和世界主要
无缝钢管供应商。 近期记者
来到华菱旗下湘潭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采访了解到， 今年
二季度以来， 板材生产线基
本满负荷。同样，华菱涟源钢
铁集团炼钢车间， 记者见到
的也是一片繁忙。

然而， 半年多以前华菱
生产经营形势还是另一番景

象。 据华菱钢铁集团副总裁阳
向宏等人介绍， 华菱2015年技
改投资没有实现预期回报，资
产负债比高达80%以上， 上市
公司每股亏损高达0.98元，加
权净资产收益率为-33%。很多
生产项目订单急剧萎缩，开工
不足……湖南省委、 省政府高
度重视华菱状况， 经过周密运
筹，决定以“三去一降一补”为
切入点实施“一揽子改革”，率
先探索“自强、自新”的转型之
路， 取得了生产经营企稳向好
的积极成果。 ■据新华社

连线 “一揽子改革”探索“困境转型”

A股继续走势分化
“PPP概念”受捧

股市

格力电器16日晚间在深交所发
布公告称， 珠海银隆基于表决结果
决定终止格力电器对其公司的收购
交易。基于此，格力电器同时决定终
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珠海银隆资产
事宜。格力电器股票17日开市复牌。

珠海银隆是一家覆盖新能源全
产业链的综合型新能源企业。今年3
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称，拟向珠海
银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
的珠海银隆100%股权， 若交易完
成， 珠海银隆将成为格力电器的全
资子公司。然而，从宣布收购计划以
来，证券交易所质疑、股东否定等事
件先后影响交易进程。

格力电器表示， 本次终止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不会对公司
的发展战略及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 公司将继续寻找新的盈利增长
点，改善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公司竞
争力。 ■据新华社

终止收购珠海银隆
格力电器股票17日复牌

专家预期，随着深港通的开通，很多国内的资金会流入香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