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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1日讯 “总价
38.8602亿元， 折合楼面价6500
元/平方米，成交！”今日，长沙滨
江A2地块顺利“出嫁”，被长沙
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长
沙梅溪湖金晟置业有限公司、长
沙先导恒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联合以底价竞得，该宗地住宅
最高销售限价为11500元/平方
米。这也是近5年来，长沙土地一
级市场中起价最高的地块。

据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
系统显示，滨江A2地块位于长沙
市岳麓区银杉路以东、 茶山路以
南，地块规划为商业、住宅用地，
商住比≥3.2:6.8，容积率≤4.0，出
让面积149462.3平方米， 起始楼
面价6500元/平方米，限定住宅最
高销售价格为11500元／平方

米。起始价388602万元。
据悉， 该地块地处滨江板

块， 早在2014年就挂牌出让，当
时编号为034， 底价191592万
元，楼面起价为3204元/平方米，
不过最终该土地陷入流拍。时至
今日，该地块再度挂牌，起价与
楼面价都翻了一倍有余。

4年后， 滨江板块的开发商
已从恒大、万科、保利、南山等几
个项目发展到如今23个项目汇
集，地段房价直线飙升，周边配套
也日臻成熟。A2地块地理位置优
越，临近建设中的地铁4号线，有十
多趟公交车经过。周边小区有八方
小区、 南山雍江汇、 当代滨江
MOMA等。学校则有长郡滨江中
学、 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等
等，教育配套齐全。 ■记者 卜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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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0月 11日

第 2018277期 开奖号码: 7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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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
0

1903

1040
346
173

1285440
0

32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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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1日 第 2018119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3 13 14
下期奖池 ： 93536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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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25 27 蓝球: 12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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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1654
80466

1429661

14670994

10
23
57

3875
62688

618400

2
111475
3000
200
10

5

6043410

对于近期A股疲弱走势，市
场多将其与全球市场尤其是美
股市场的扰动联系起来。分析指
出，美股隔夜的暴跌引发了全球
股市“连锁反应”。10月11日，亚
太市场全线下挫， 日本日经225
指数收跌3.9%， 报22590.86点；
东证指数收跌3.5%， 报1701.86
点； 韩国首尔综指收跌4.3%；欧
洲股市也是延续跌势。

据媒体报道，10月10日美股
惨遭血洗，算得上是可载入美股
史册的“黑色星期三”。当天，美
股低开低走， 尾盘恐慌加剧，道
琼 斯 指 数 暴 跌 超 800 点 ， 跌
3.15%， 创八个月来最大单日跌
幅；科技股成下跌主力，纳斯达
克指数重挫4.08%， 创三个多月
新低；标准普尔指数跳水3.27%，
创2016年11月来最长连跌。

美股隔夜暴跌引发全球股市连锁反应

沪指失守2600点 再现千股跌停

对于今日股市暴跌，多家机
构认为， 市场仍然处于底部区
域，对行情不应过于悲观。

“现在A股短期之内受到外
围市场下跌的冲击，肯定会出现
下跌。但是下跌之后，市场的恐
慌情绪释放，会吸引一部分抄底
资金入场，从而可能会带来估值
修复的机会。” 前海开源基金首
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 现在A
股很多个股都已经是跌无可跌
的状态， 坚守在市场上的投资
者，基本上都属于被深度套牢的
情况，因此最近市场的成交量都
比较低。而等这些市场的利空因
素逐步地被消化之后，可能会迎
来反弹的机会。

国泰君安证券投资顾问汪海
溯认为，A股市场短期处于消化

外部利空因素的过程中， 对于外
围市场的恐慌情绪需要时间消
化。“不过， 外围市场环境的影响
只是一方面，A股市场的主要运行
还是依靠国内经济环境。”汪海溯
表示，当前国内经济保持平稳，上
市公司三季报业绩值得期待，指
数在经历今年初至今的大幅下跌
之后， 进一步向下调整的空间已
经非常有限， 不建议在目前点位
过于悲观。但是从技术面来看，今
日跳空低开并放量下跌， 市场底
部需要进一步确认。 短期建议保
持一份谨慎，静待市场企稳。

国金证券在研报中表示，对
于A股， 短期受亚太股市拖累影
响，10月仍维持“乌云与金边”的
月度观点：“10月预计A股指数有
望先抑后扬。”

10月8日，A股迎来国庆长假后首个交易日， 遭遇
“开门黑”，沪指跌逾3%失守2800点。

这段黑色经历才过去两天，10月11日，A股遭遇更
惨烈的行情，暴跌5.22%，不仅将两年前的2638点“股
灾底”跌穿，同时失守2600点整数关口，两市再现千股
跌停，这也是时隔4个月后今年A股上演的第二次千股
跌停。 ■记者 潘显璇

上市湘企方面，103只湘股
中，除了御家汇、芒果超媒、益丰
药房、 加加食品4只股票因停牌
幸运躲过此次大跌外，有高斯贝

尔、九典制药、永清环保、华自科
技等29只股票跌停，共54只股票
跌幅超过9%，仅千山药机、宇环
数控两只股票“飘红”。

湘股29只跌停，仅2只“飘红”

市场底部需进一步确认，谨慎抄底建议

当天， 三大股指均以跌逾
3%开盘 ， 其中沪指开盘跌
3.04%，不过依然位于两年前“股
灾底”2638点上方， 但随后持续
走低， 在失守“股灾底” 后，连
2600点关口也未能保住。截至收
盘， 沪指报收2583.46点， 下跌
5.22%，创近4年新低，较今年高
点已下跌逾1000点； 深证成指
报7524.09点，下跌6.07%；创业
板指报1261.88点，下跌6.30%。

盘面上，当天各大板块全线
皆墨，科技股领跌，互联网、通信
行业等板块整体跌幅均超8%，
有色金属、机械设备等跌幅均超
过7%， 跌幅最小的包括西藏板
块以及黄金概念股。

沪深两市近3500只个股中，

有近1100只个股跌停， 约1700
只股票跌幅超过9%， 仅72只个
股“飘红”。

资金方面， 今年国庆后，北
上资金一改节前净买入态势，当
天已是北上资金连续第四天净
流出， 合计从A股撤出近180亿
元人民币。

对于经历过2015年股灾的
投资者来说， 今日的走势是如
此熟悉：指数暴跌、千股跌停。
这也是近4个月内，A股上演的
第二次千股跌停。A股今年上演
的首次千股跌停是在今年6月
19日， 端午假期后的首个交易
日，当时，上证综指盘中一度失
守2900点整数关口， 创两年来
新低。

时隔4月再现千股跌停

美股暴跌引发“连锁反应”

身价4年翻倍，滨江A2地块38.86亿成交
成长沙近5年起价最高地块 限定住宅最高售价11500元／平方米

从 9月 23日双色球
2018111期到10月4日双
色球2018116期， 湖南彩
民就像开了挂一般， 先后
收获556万头奖1注、609
万头奖2注、530万头奖30
注，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
过于30注总奖金1.59亿元
的湖南首个亿元巨奖。今
天， 这份好运从长沙传递
到了娄底，我省彩民再获2
注604万元的双色球一等
奖。

10月11日，福彩双色
球第2018119期开奖 ，开
出 红 球 号 码 ：3、13、14、
16、25、27，开出蓝球：12。
当期全国中出一等奖10
注，单注奖金604万余元，
中奖省份包括河北2注,山
西1注,黑龙江1注,湖南2
注,广东1注,广西2注,深
圳1注。我省娄底彩民喜中
2注头奖， 中奖福地为：娄
底市娄星区花果山小区
43088020号福彩投注站。

随着近20天我省收获
35注双色球头奖， 今年我
省已中出双色球一等奖54
注，才刚进入四季度，就已
打破去年我省全年收获的
双色球一等奖注数， 看来
三湘彩民无论是技术还是
运气都越来越好啦！ 本期
开奖后， 双色球游戏奖池
9.4亿， 神勇的湖南彩民继
续加油吧， 期待你们在双
色球10亿元大派奖活动中
的上乘表现。

■木子 经济信息

好运传递
湖南娄底彩民再获
2注双色球头奖

10月11日，A股再现“千股跌停”。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