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总动员”以玩法简单、
开奖快速等特点受到了许多人的
青睐。“动物总动员” 作为快速开
奖游戏，有两个特点，一是每天开
奖次数多， 二是从早到晚都有得
玩。“动物总动员”每天开奖84期，
延长了彩民们在投注站的时间，
更大发挥了站点的休闲娱乐功
效。另一方面，“动物总动员”从每
天上午9点一直销售到晚上11点
多，有了销售时间的保障，上班族
也能尽情享受玩“动物总动员”的
乐趣。“动物总动员”就把双色球、
3D开奖后的那段夜晚时间打造

成了彩票夜市， 晚上九十点也成
了投注站的“黄金档”。

近来，不少站点开始推广电子
走势图，韶山业主引导彩民从统计
数据来分析走势，让大伙在“动物
园” 里多次体验到了中奖的喜悦。
近日，徐先生以历史次数、历史最
大遗漏与当前遗漏作对比，分析出
任选三4组、任选四2组、任选五1
组、选三前组1组。当天，他捧着丰
厚的奖金， 开心地说：“逛着福彩
‘动物园’ 既放松了心情， 又有奖
中，真是十分快乐！” ■马克

湖南福彩将于5月20
日至5月24日安排500万元
对“快乐十分之动物总动
员”游戏开展派奖活动。活
动期间，“选三任选” 玩法
单注奖金由24元增加至30
元；“选四任选” 玩法单注
奖金由80元增加至100元；
“选五任选”玩法单注奖金
由320元增加至360元。如
果奖金提前派完， 派奖活
动相应提前结束。 派奖资
金从“快乐十分之动物总
动员”调节基金中支出。

■湘福彩

周二， 沪铜9月合约小幅
下跌，收报52680元/吨，跌幅
1.27%， 持仓量减少0.04万手
至29.0万手。沪铜1309合约小
幅调整，在布林线中轨暂获支
撑，反弹势头尚未结束，关注
52500的支撑力度，多头仍可
持有。

周二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1305合约报收2484.6点，下
跌1.38%， 期指贴水11点。现

货方面，沪深300指数报收长
中阴线。盘中一度跌破多条均
线， 回踩年线后略有企稳。日
线KDJ指标已经高位回落开
始死叉，MACD指标红柱缩
短，后市仍有探底要求，不排
除再破年线的支撑。

周三建议投资者操作上逢
高做空。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潘涛

… 期货日评

大盘不排除再破年线

货币政策的目标
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最

终目标基本应与本国的宏观
经济目标相吻合，也就是经济
增长、币值稳定、国际收支平
衡和充分就业。我国的货币政
策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
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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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学生年人均“淘宝”2822元
男生爱3C，女生爱淘衣
湖南一半大学生爱网购，中南大学消费力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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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范围降雨逐渐终结，
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迅速回升，
人们开始体验到酷夏的威力，这
也逐渐带热了制冷空调产品。与
往年空调销售略显不同， 由于节
能补贴惠民政策将于5月底退出，
不少消费者纷纷将空调购买计划
提前， 以搭上最后一班节能补贴

末班车。
国美电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积极落实国家节能补贴政
策， 满足消费者选购节能制冷产
品的需求， 国美将从5月15日至
27日推出制冷节等大型系列营销
活动，通过与格力、美的、伊莱克
斯、TCL等品牌厂商联合让利消

费者， 让消费者在享受国家补贴
的同时也享受到国美以及厂家的
更多补贴。

据了解， 在国美购买节能空
调即能享受到包括国家补贴、厂
家补贴及国美补贴在内的三重补
贴 优 惠 ， 如 志 高 空 调
KFR-26GW/ABP89+2A， 原价

2930元，国美让利200元，厂家让利
200元，国家节能补贴240元，直降
640元，现价只需2290元。国美还将
推出套购直降活动， 消费者在购买
第一件柜机空调享受直降优惠下，
第二件挂机空调将优惠至千元以
下。

据悉， 作为国内最大的节能产
品推广平台， 国美一直积极实施高
效节能产品的升级工程， 推动卖场

产品向一级能效转换。从国美销售数
据来看，2012年国美节能产品销售占
比已达73%，其中，节能健康空调销
售占比已超过85%。

国美高级副总裁李俊涛表示，国
美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在价格战略、
产品战略、渠道战略、服务战略支撑
下，推动卖场产品结构升级引导整个
家电的节能发展进程，也为消费者提
供健康、节能、低碳的优质产品。

… 经济信息

节能补贴政策或停国美启动空调制冷节再掀“降价风暴”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从省质监局获悉， 省质监局
于今天发布13项新的地方标
准， 其中12项为国内率先发
布。 此次公布的地方标准主
要应用民生、安全等领域。其
中，《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和维
护保养规则》 要求大型游乐
设施必须天天检查。 省特设
局表示，将于“六一儿童节”
前进行全省游乐设施大检
查，确保游乐设施的安全。

据了解， 此次发布的地方
标准为《区域温室气体排放计
算方法》、《组织温室气体排放
计算方法》、《旅游饭店节能减
排要求考核评价》、《高速公路
生物隔离栅》、《公路隧道消防
技术规范》等13个项目。主要
针对温室气体排放、节能减排、
建设材料、农村居民防雷、大型
游乐设施、 公共消防安全等领
域。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王诚

省质监发布13项新地方标准
大型游乐设施必须天天检查

本报5月14日讯 借机
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
览会， 长沙正大力推进宝石
产业的发展。今日，在宝石高
峰论坛暨国际有色宝石协会
（ICA）第15届年会上，省政
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制定宝
石产业发展政策措施职责分
工的通知， 明确建设长沙国
际宝石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分
工，将由长沙市经开区牵头，

省国土厅、省工商局配合筹备
组建长沙宝石交易中心。

副省长李友志在会上表
示， 湖南将参照国际惯例，从
海关、税收、行业标准、服务机
构等各方面创造条件，营造有
利于宝石产业发展的大环境，
与ICA及国际业界精英一道，
共同把宝石产业打造成湖南
长沙的标杆产业。

■记者 肖祖华

长沙将建宝石交易中心

“动物总动员”
派奖500万

逛福彩“动物园” 欢乐好礼带回家

■制图/陈琮元

■记者 杨田风

说到网上淘宝， 女大学生小
文顿时激动了起来：“去年两个学
期的生活费总共不到8000元，网
购就花了4000多元，衣服、护肤
品、化妆品，手机话费都是网上买
的，年度账单出来时，心好痛，剁
手的心都有了……”

5月14日，支付宝发布了全国
大学生网购消费数据，过去一年，
全国超过55%的在校大学生加入
了网上“淘宝”， 平均网购消费
4000元。湖南的大学生网购率略
低于平均数，但也达到50%，人均
年消费支出2822元。

网购普及
一半大学生爱网购

湖南100个在校大学生中，有
50个爱网购。对此，湖南师范大学
树达学院大二女生李青深有感
触，“班上几乎所有女生都有网购
经历， 每天都有四五个快递公司
来学校送包裹，至少都有几百个。”

网购消费数据显示， 长沙大
学生网购族人均年消费支出达
2822元，每年的网购次数有35笔。

不过， 与长沙地区2012年人
均网购支出10773元相比，大学生
们的消费能力还是弱很多。本土互
联网观察人士刘时香分析，毕竟大
学生主要还是依靠父母的生活费，
即使热爱网购，消费水平也不高。

阴盛阳衰
男生爱3C，女生爱淘衣

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相比，

谁更爱在网上花钱？ 不用问就是
女生。 长沙女大学生网购年均消
费额为2856元， 一年消费37次，
男大学生的支出额是2781元，一
年消费34次。

男女生消费的类目也有很大
差别。数据表明：男大学生非常发
烧3C数码产品，这一项占到网上
消费额近三成。 总体来看，3C数
码、服装、饰品、运动、移动充值这
5个类目就用掉了男大学生80%
的网上零花钱。

女大学生最爱在网上买的仍是
服装、饰品和美容产品，这三个类目
几乎占了她们网上零花钱的一半。

最爱花钱
中南大学消费夺魁

此次统计了全国两千五百多
家大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网上
消费能力最强的大学， 并非分布
在经济最发达一线城市， 消费总
额前三甲分别是杭州的浙江大
学、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成都的
四川大学。从长沙范围来看，中南
大学过去12个月通过支付宝的网
上消费占长沙所有大学生的
14.51%，湖南大学和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分别以10.42%、8.84%的
比例位居第二和第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