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31日讯 据
国家统计局核定，2018年
湖南粮食总产量3022.9万
吨，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属于丰收年景。

2018年， 全省粮食播
种面积7121.9万亩， 比上
年减少346.6万亩， 下降
4.6%。 其中稻谷播种面积
6013.5万亩， 比上年减少
344.6万亩， 下降5.4%；稻
谷中的早稻播种面积下调
尤为明显，下降14.5%。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湖南省推广稻田养鱼
（虾、蛙、鳖）等综合种养
370万亩， 利用鱼、 虾、水
稻和水系互利共存的特

点,�培养出小的生态系统来
实现农业产业特别是粮食产
业结构上的优化。

总体来说，2018年农业
气候条件对粮食生产总体有
利。夏粮生长阶段，我省大部
分地区生产条件适宜， 单产
277.0公斤/亩。早稻生长发育
前期，气候条件较为有利，早
稻抽穗整齐，长势较好，产量
每亩提高17.1公斤， 单产创
历史最高水平。 秋粮是我省
粮食生产的“重头戏”，产量
占到全省粮食产量的70%以
上。今年秋粮生长阶段，全省
大部分地区光热充足， 降水
适宜，墒情较好。

■记者 李成辉

据Wind数据显示，2018年
债券基金以平均收益率4.16%
成为公募基金市场上的业绩冠
军，为投资者创造了丰厚的回报。
而业内人士预计，由于债券市场
2019年的向好态势明显，债券基
金仍是投资者的理想选择，在此
背景下，优秀的债券型基金正逐
渐成为投资者资产配置中的标

配品种。日前，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
放基金结束其第五个封闭期，进入
开放期。Wind数据显示，该基金第
五期收益率超过8%， 其中A类产
品收益率为8.9%，C类产品收益率
为8.5%， 是投资者把握2019年债
券市场投资机会的理想选择，现
在工行等各大银行、券商、网络直
销平台均可申购。

本报1月31日讯 近期，上市公司
纷纷发布业绩预告。2017年，共有9家
上市湘企出现亏损。记者梳理发现，这
9家公司中，目前已有8家发布2018年
业绩预告，其中5家预计扭亏为盈；3家
预计亏损，敲响了ST警钟。

1月29日，湖南天雁公告称，公司
2018年度预计亏损8500万元到9500
万元， 亏损额较2017年有所增加。
2017年亏损了3000多万元的南华生
物，预计2018年亏损3500万元到5200
万元。红宇新材的情况更加糟糕，公司
2017年亏损了约4990万元，而2018年
预计亏损2.8亿元到2.85亿元， 亏损额
度预计翻数番。

按照规定， 上市公司业绩连续两
年亏损，将戴上“ST”的帽子，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可以说，湖南天雁、红宇
新材、 南华生物已经敲响了ST警钟。
记者注意到，在发布2018年业绩预告
的同时， 湖南天雁已经发布了公司股
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

预计扭亏为盈的企业， 分别是电
广传媒、恒立实业、华升股份、华银电
力、岳阳兴长。不出意外的话，基本解
除了ST危机。

具体说来， 电广传媒预计实现净
利润7000万元至1.05亿元。 恒立实业
预计实现净利润260万元至360万元。
华升股份出售了湘财证券的股权和收
到政府拆迁补偿等， 预计实现净利润
2200万元至2800万元。华银电力因为
处置了华银地产公司股权等非流动资
产，预计净利润为5800万元到7800万
元。 岳阳兴长预计盈利5200万元到
5500万元。

余下的博云新材， 今年前三季度
实现利润135万元， 全年业绩扭亏为
盈值得期待。 ■记者 潘显璇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 1月 31日 第 2019014期 开奖号码

红球: 19 14 01
奖池累计金额 ： 136435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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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2 33 03 蓝球: 03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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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1247
54378
991041

8407607

7
1
31

2118
38239

334934

0
139766
3000
200
10

5

768351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月 31日

第 2019031期 开奖号码: 7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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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
0

1950

1040
346
173

773760
0

33735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图片·新闻

A08 经济 2019年2月1日 星期五
编辑/王卉珍 图编/杨诚 美编/刘湘 校对/曾迎春

扫
码
看
我
省
汽

车
进
出
口
数
据

本报1月31日讯 据海关
统计，2018年，湖南省进口汽车
5756辆，同比增加2.1倍，价值
27.9亿元，增长1.9倍，进口平均
价格为每辆48.4万元 ， 下跌
8.5%。

随着去年10月《湖南省岳
阳城陵矶港开展汽车平行进口
试点实施方案》的出炉，我省将
力争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将岳阳
城陵矶港打造成中部汽车平行
进口的集散、销售和分拨中心。

平行汽车进口带动市场发展

数据显示， 我省进口汽车
主要来自德国、日本、瑞典，如
自德国进口汽车2242辆， 增加
2.3倍，占39%，来自日本进口汽
车 1840 辆 ， 增 加 1.9 倍 ， 占
32.0%，来自瑞典进口492辆，增
加3.6倍，占8.5%。进口车以货车
和四轮驱动轻型越野车为主。

2018年， 湖南进口货车
2995辆，增加1.5倍，占同期湖
南省汽车进口总量的52%，进
口四轮驱动排量大于3000cc小
于等 于 4000cc 轻 型 越 野 车
1328辆，增加5.6倍，占23.1%。

2018年， 湖南省从岳阳口
岸进口汽车2753辆， 大幅增长
5.2倍，有力拉动湖南省汽车进
口增速。

2018年7月城陵矶平行进

口汽车检测中心正式运营， 破解
了岳阳进口汽车检验的难题。

货车底盘进口量将继续增长

在进口企业中，三一、中联都
是大户。数据显示，三一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进口1744辆， 增加1.1
倍，占30.3%；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进口1207辆， 增加2.3倍，占
21.0%。

这些成倍的增长主要得益于
湖南省工程机械订单量的攀升。
海关分析指出， 2018年全国房地
产投资增长9.5%，比去年同期高2.5
个百分点，企业反映受益于基建形
势转暖，今年工程机械销量增长迅
速，底盘进口量相应增长，预计在
2019年将持续增长。2018年三一汽
车进口汽车数量增至1744辆，增
长1.1倍，中联重科进口汽车数量
增至1207辆，增长2.3倍。

海关方面表示， 受益于国家
发改委在近期批复了五座城市超
过700公里轨道交通规划在内的
超万亿的基建项目 ，另外中国铁
路总公司发布2019年铁路投资
将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8500亿
元规模。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等两家企
业受益于国家基建设施的投资加
码，进口底盘数量有望持续增加。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陈昱 王鹤洋

湖南进口汽车消费市场渐热
去年我省汽车进口同比增加2.1倍 以货车和四轮驱动轻型越野车为主

为进一步彰显国家彩
票公益性和社会责任，促进
彩票事业稳定健康发展，日
前,�财政部、民政部、体育
总 局 联 合 发 文 （财 综
〔2019〕4号）， 就调整高频
快开游戏规则、加强彩票市
场监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调整高频快开游
戏规则

（一）拉长每期销售时
间。 自2019年2月11日起，
高频快开游戏每期销售时
间短于20分钟的， 一律调
整为20分钟。

（二） 自2019年2月11
日起，取消提取1%的调节
基金， 相应提高其彩票公
益金提取比例1个百分点。

（三）自本通知公布之
日起， 禁止在实体店外对
高频快开游戏开展任何形

式的宣传。
二、调整投注倍数范围
（四）自2019年2月11日

起， 高频快开游戏单张彩票
的投注倍数范围由2-99倍
调整为2-20倍。

三、加强销售终端管理
（五） 加强实体店销售终

端数量管理。自本通知公布之
日起，彩票销售机构不得新增
高频快开游戏销售终端数量。

（六） 加强单台销售终端
额度监管。高频快开游戏销售
终端单日销量超过1.5万元
的，彩票销售机构应当要求实
体店及时提供书面情况说明，
并建立销售终端监管台账。

四、停止派奖和促销活动
（七）自本通知公布之日

起， 彩票销售机构不得对高
频快开游戏开展任何形式的
派奖和促销活动。

尹帮华在自家院子里
为顾客挑选腊肉（1月27日
摄）。“农历猪年快到了，我
这个‘野猪佬’要加油干！”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杨
村甸乡黄茶园村的尹帮华
因为擅长养猪远近闻名，
被乡邻称为“野猪佬”。

新华社 图

“野猪佬”的
猪年“小康”路

财政部、民政部、体育总局联合发文:
调整高频快开彩票游戏规则

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基金开放申购

3022万吨，我省去年粮食丰收
推广稻田综合种养370万亩

3家湘股敲响ST警钟
5家企业预计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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