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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中大奖了，快来领！
2019湖南车展H5推广活动中奖名单公布

5月6日上午，2019湖南车展
组委会在苏宁易购中建悦和城店
抽出H5推广活动超级大奖中奖
名单， 共产生20名超级大奖获奖
者。据悉，该活动从4月26日持续
至5月5日下午5时，共设置了实时
抽奖和超级大奖双重礼。 其中实
时抽奖奖品为1000张车展门票
和1000份移动20G流量包； 超级
大奖奖品包括由中国移动长沙分
公司提供的华为P30（8+256G）
手机1台， 价值4788元/台； 华为
MATE20（6+128G）手机5台，价
值3999元/台； 华为NOVA�4E�
（6+128G）手机12台，价值2299
元/台；以及由湖南苏宁提供的创
维55英寸电视1台，价值4199元/
台； 海信590升对开门冰箱1台，
价值5999元。

值得注意的是，获奖者须在5
月8日至12日9:30-16:30到指定
地点兑奖，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特
别提示： 超级大奖用户领奖需提
供身份证复印件留存, 同一身份
证只能领取一件超级大奖。

一重礼兑奖地点在湖南国际

会展中心南广场，2019湖南车展
售票处H5活动礼品兑换窗口。车
展门票现场领取； 移动流量包兑
换后七个工作日内由后台发放到
位。其中流量为国内通用流量，当
月有效，不可结转，非移动用户中
奖者可提供其他移动手机号（号
码归属地为长沙）进行备注兑付。
移 动 兑 换 咨 询 ： 许 先 生
15874877448。

二重礼兑奖地点： 手机大奖
于湖南车展移动展台 (展馆一楼
进门右手边）领取；彩电、冰箱大
奖于苏宁易购中建悦和城店领取
（地址：长沙县星沙街道东四路与
望仙路交汇处东南角中建悦和城
商 业 楼 。 联 系 人 ： 朱 店 长
18684836760）。

领奖方式为： 一重礼中奖用
户凭中奖微信号及页面填写手机
号至兑奖处， 出示H5个人中心
“我的奖品”中奖页面由现场工作
人员进行兑奖核销。 超级大奖获
奖者凭中奖微信号、 页面填写手
机号、 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至指
定领奖点兑奖。 ■记者 胡锐

“千股跌停”又现，市值蒸发3.5万亿
A股5月开局难逃股谚“魔咒”，创下多项跌幅纪录，沪指险守2900点

A03视点2019年5月7日 星期二
编辑/贺齐 图编/杨诚 美编/张元清 校对/汤吉

扫
码
看
湖
南
车

展
中
奖
名
单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6日
第 2019119期 开奖号码: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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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0

1152

1040
346
173

538720
0

199296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行情】
这次大跌跌出了多项纪录

“五一”小长假的首个交易
日，与股民盼望的完全不一样！

5月6日，A股市场在开盘
后出现大幅低开的格局。其
中，沪指以2984.73点开盘，跳
空低开93.61点。

盘前央行宣布， 决定从
2019年5月15日开始，对聚焦
当地、 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
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
率 。 预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2800亿元。“少见” 是业界对
此次降准的评价：少见的早间
盘前宣布，少见的5月降准。

事实上，在降准消息的刺
激下，银行股异动拉升，一度带
动股指跌幅有所收窄。不过，依
旧难以抵挡A股下跌趋势。

截至收盘 ， 沪指下跌
171.88点，跌幅为5.58%，收报
2906.46 点 ； 深 成 指 下 跌
7.56%，收报8943.52点；创业
板指下跌7.94%，失守1500点
整数关口，收报1494.89点。

经此一跌，A股整体市值
从“五一”节前55.4万亿跌落
至51.9万亿，市值一日蒸发3.5
万亿。个股方面，两市1147只
个股跌停， 仅109只个股上
涨， 刷新了3年来单日跌停个
股数量的新高 。104只湘股
中，20余只个股跌停， 但逆市
上涨的股票也不少，包括亚光
科技、金健米业、大康农业、盐
津铺子、老百姓、开元股份、凯

美特气、 三诺生物等8只个股
都出现上涨，其中亚光科技和
金健米业均涨停。

从历史数据来看，A股的
这次大跌也跌出了多项纪录：
沪指创下2016年2月25日以
来最大单日跌幅；深成指创下
2016年1月7日以来最大单日
跌幅； 创业板指同样也创下
2016年1月7日以来最大单日
跌幅。

【探因】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大跌

对于当天股市重挫的原
因，联讯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朱俊春认为，外围因素的扰动
是此轮股市下跌的直接催化
剂。排除外围因素，前期A股
大幅反弹后市场存在的回调
需求以及4月经济数据不及市
场预期，共同造成了此次A股
的下跌。

“事实上，4月底股市已经
出现了明显的回调，这说明一
方面市场经过此前的大涨，已
经出现了调整的需求，而此次
调整的趋势是具有延续性的，
另一方面，市场对于经济的预
期也发生了变化。”朱俊春说。

还有业内人士表示，今年
春节以来大盘的上涨幅度已
接近35%， 技术层面上看，市
场存在消化和回调的需求。
2018年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
中，存在不少疑点和“雷区”，
引发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质
量、年报真实性的担忧。

2019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
司股东大会5月4日落下帷幕。在
股东大会上， 中国依旧是热门话
题之一。 董事会主席沃伦·巴菲特
表示，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们喜欢大市场”。他表示，伯克
希尔-哈撒韦已在中国投入很多，
但仍然不够。未来15年内，公司可
能会在中国市场进行更大规模投
资。他的投资搭档、公司董事会副
主席查理·芒格也表示， 公司将在
中国投入更多。 ■据新华社

5月6日9点29分27秒，A股“五一”长假后首个交易日开
盘前约30秒，央行公布降准。

盘前释放利好这样明显的护盘行为表明，当天A股“风雨
欲来”。而市场似乎也不想辜负“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股谚，当
日A股三大股指悉数大跌，沪指跌幅超5%，险守2900点，沪
深两市再现“千股跌停”。 ■记者 潘显璇

“5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市场
环境变化较大， 关注的焦点都变
了。‘五一’期间我们策略团队还在
加班做PPT，现在尴尬了，需要重新
做。”一位机构人士告诉记者。

罕见大跌行情是否意味着抄
底赚钱的机会来了呢？

银河证券认为， 市场在基本
面有被获得支撑的预期背景下，
长期看好 A�股市场，仍建议关注
有业绩支撑的白马龙头公司、金
融以及科技成长型公司。

对于未来的行情， 前海开源
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从
中期来看，市场应该还会延续震荡
上行的格局，建议投资者通过持有
优质股票来应对市场波动。

记者注意到， 在此次大跌之
前，机构们对于Ａ股在5月的表现
是普遍看好的， 但此次大跌让不
少机构也有些懵， 甚至出现了意
见不一致的状况。 不过有一点是
明确的，既然短期内形势不明朗，
就该保持观望， 耐心等待企稳信
号，切忌盲目抄底。

分析师加班赶的
投资策略要重做了

奖品名 姓名 联系方式 中奖码

华为NOVA�4E手机 张成 157****7065 5068057
华为NOVA�4E手机 李剑航 147****4560 4875203
华为NOVA�4E手机 李建星 182****6835 6263163
华为NOVA�4E手机 胡泽君 151****6485 4170661
华为NOVA�4E手机 熊安鑫 188****1935 5451253
华为NOVA�4E手机 胡靖宗 186****0255 7321184
华为NOVA�4E手机 黄勇斌 151****8530 3753514
华为NOVA�4E手机 王祖林 176****8193 3554512
华为NOVA�4E手机 彭培成 134****3548 8840545
华为NOVA�4E手机 肖菊 189****8970 1087144
华为NOVA�4E手机 易群 135****6956 6288067
华为NOVA�4E手机 陈鹏 136****1666 4048042
华为MATE20手机 杨洁规 186****7961 6033058
华为MATE20手机 张丽 155****3713 8628772
华为MATE20手机 阿莎 152****3037 7552402
华为MATE20手机 陈小倩 177****4942 3440777
华为MATE20手机 陈怀旭 136****6055 2220702
华为P30手机 张欣 159****6365 240582
创维彩电 吴桂香 139****9445 2574003
海信冰箱 熊婵婷 150****3507 130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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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
加大中国市场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