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3日上午，中国银行
长沙市黄花综合保税区支行
开业。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纪委书记邵磊， 长沙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黄花综保区
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王
国良等领导出席了开业典
礼。

据悉， 中国银行是长沙
黄花综合保税区首批入园的
10家签约企业之一， 中国银
行星沙支行已为空港城和黄

花综合保税区提供了项目贷
款， 并与入驻园区的40多家企
业建立了银企关系， 中国银行
黄花综合保税区支行正式开业
之后将积极推进金融产品和服
务创新， 为园区内和园区周边
企事业单位和居民提供包括贸
易融资、国际结算、外汇买卖、
汇率保值、跨境现金管理、境内
外汇款、 本外币现金等全方位
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谷镁烽 曾琳晖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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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行权】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新探索

从2016年7月份开始， 细心
的投资者发现， 在一些上市公司
的重大重组媒体说明会上， 多了
一个特殊的股民代表。 这个代表
往往能够针对重组提出一些针对
性很强的专业问题， 让不少重组
方心生忌惮。

据介绍，一年多来，投服中心
共参加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
及投资者说明会36次， 涉及重组
金额2387亿元、 股东户数共计
140万户。

“投服中心是以实际问题为
导向，运用市场化方式，加强投资
者保护和服务的新探索、 新实
践。”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总
经理徐明说。

“公益性投资者保护专门机
构” 是监管部门对中证中小投资
者服务中心的定位。

徐明说， 散户面对大股东和
上市公司时， 往往不知道如何保
护自身权益， 处于一盘散沙的状
态。投服中心的作用，更多的是通
过具体行为， 唤醒投资者维权意
识，让投资者“知权、行权、维权”。

截至2017年12月，投服中心
公益性持有沪深两市3442家上
市公司每家100股A股股票，这令
投服中心在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上， 可以实现对绝大部分上市公
司的事前持股行权。

【诉讼维权】
做好中小投资者的“代言人”

“为中小投资者免费打官
司”， 这是投服中心的一大职能。
“为扩大支持诉讼覆盖面，让更广
范围的投资者受益， 投服中心推
出了公开征集受损投资者的支持
诉讼维权机制。”徐明介绍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投服中心
已经提起 7起证券支持诉讼 ，
2016年所提起的两起证券支持
诉讼“匹凸匹”案和“康达新材”案
均已获胜诉，投资者全额获赔。

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证
券支持诉讼，投服中心也提起了
首例股东诉讼。2017年6月26日，
投服中心以“海利生物”公司章
程相关条款限制股东董事提名
权，涉嫌违反公司法有关规定提
起诉讼并获法院受理，该案尚在
审理中。

【寻找侵权蛛丝马迹】
当正义的“麻烦制造者”

高送转配套股东减持、现金
分红、公司治理规范性……在多
家上市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上，投服中心针对投资者关注

的问题向上市公司提出建议和
质询。

这个正义的“麻烦制造者”让
不少公司更加重视中小投资者的
权益。比如，柘中股份已修改公司
相关章程，天海防务等7家公司减
低送转股比例、 增加现金分红及
取消股东配套减持。

“去年我们参加了58家上市
公司的股东大会， 今年争取能够
参加100家。”徐明说，投服中心的
作用，就是行使股东权利，用专业
知识为中小投资者揭开其中的
“迷雾”。

事前持股行权、 事中纠纷调
解、事后支持诉讼，这一“投服模
式”已获得不少投资者的认可，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行政监管、 自律
监管的有益补充， 也是中国资本
市场独有的探索。

不过，徐明也坦言，投服中心
也面临着不少难题。比如，行权配
套机制不健全，权威性不充足；诉
讼结案周期长， 中小投资者损失
计算量大； 申请支持诉讼的投资
者数量激增， 现有支持诉讼模式
难以为继。

未来， 如何建立健全持股行
权法律体系，持续创新行权类型，
探索示范判决新机制， 让更多中
小投资者感受到“娘家人”的有力
支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新华社

本报3月13日讯 今天，
ofo小黄车宣布完成E2-1轮
融资8.66亿美元。 本轮融资
由阿里巴巴领投，灏峰集团、
天合资本、 蚂蚁金服与君理

资本共同跟投。 这是共享单车
行业由规模化增长转入精细化
运营阶段获得的首次融资，也
创下共享单车行业单笔最高融
资纪录。 ■记者 潘显璇

追求极简生活已成为一
种时尚。 民生银行作为直销
银行业务的引领者，秉承“简
单的银行”服务理念，从互联
网客户需求出发， 创新推出
如意宝、定活宝、民生金、好
房贷、随心存、轻松汇、支付
缴费等金融服务， 让纷繁的
生活琐事易如反掌。

民生直销银行遵照监管
要求积极开展账户服务创新，
推出直销银行“生活服务”独
立频道，可实现电子账户缴费
支付功能， 为银行业首创。目
前可提供水、电、煤、话费充值
等生活缴费， 以及火车票、机
票、挂号、办理签证、名品购买
等商户支付功能。客户只需开
通支付缴费功能，便可直接使
用民生直销银行电子账户进

行支付，真正成为富有场景化的
综合金融生活平台。

据了解， 民生直销银行上
线三年多来， 持续受到公众关
注， 已接连斩获多项嘉奖。在
2017年12月18日由中国科学
院《互联网周刊》、中国社会科
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eNet�硅
谷动力联合主办的“2017�第十
五届中国互联网经济论坛”上，
民生直销银行荣获了“年度最
佳直销银行”奖。

民生直销银行客户数已达
1000万户、金融资产已超1000�
亿元，实现“双1000”的大突破。
截至2017年12月末，民生银行
长沙分行直销银行客户已接近
30万户，2017年金融资产达46
亿元，年增幅达262%。

■通讯员 卫鸣笙 经济信息

3 月 8 日 晚 ， 双 色 球 第
2018026期开红球04、07、12、14、
26、32，蓝球：04。当期全国共中
出一等奖6注，单注奖金831万余
元 。 我 省 浏 阳 市 淮 东 中 路
43017162站点中出一注。

近日， 大奖得主胡女士在家
人陪同下来到省中心领取了这份
属于自己的幸运。 胡女士接触福
彩的经历很偶然，是在路上闲逛
看到一家福彩投注站，想着不如
买张彩票娱乐一下吧。有了第一
次， 之后偶尔经过福彩投注站，
都会买上几注。虽然不属于技术
彩民， 但她还是偏爱自己选号
码， 而且每次都会采用复式投
注，因为她觉得这样的方式能把

自己中意的号码都囊括其中，又
能提高中奖概率。 此次中奖的彩
票就是一张10+2的复式票，除了
中出1注一等奖外， 还收获了1注
二等奖，24注三等奖，114注四等
奖，170注五等奖，15注六等奖，
奖金共计874万余元。胡女士说这
是双色球送给她的一份“妇女节
超级大礼”。

胡女士当天晚上就知道自己
中了大奖， 马上将这个好消息与
家人一起分享， 由于第一次领取
如此大金额的奖项， 胡女士还是
有点担心，家人知道她的担忧后，
决定全家齐上阵，给她当“保镖”，
一起来到了省中心兑奖。 胡女士
表示先让这笔奖金在银行里待一

段时间，至于它今后的用途，还需
要好好地思考一下。但是她说，双
色球还是会继续买下去的。

■钟琪 经济信息

双色球10+2大复式送来了“三八节”豪礼

事前持股行权、事中纠纷调解、事后支持诉讼

“最小股东”让A股“问题公司”生畏
小黄车再获融资8.66亿美元

民生银行直销银行：
场景金融享受极简生活

中国银行落户黄花综合保税区

这是世界上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涉及企
业户数最多的股东，沪
深两市3000多家上市
公司它都有份；这又是
世界上最小的股东，每
家公司的股份，它仅仅
持有最低限100股。这
个股东买股票不为赚
钱，专为帮中小投资者
维权。

中证中小投资者
服务中心，这个中国资
本市场上特殊的存在，
让监管层的“投资者保
护”有了实实在在的抓
手。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3月 13日

第 2018065期 开奖号码: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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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
808
0

1040
346
173

732160
279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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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13日 第 2018028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8 03 18
下期奖池 ： 57809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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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14 23 蓝球: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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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1869
82708

1493643

8341565

7
4
55

2744
54857

291925

0
106471
3000
200
10

5

7676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