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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85234元，
中奖总金额为1952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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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中奖注数
5注

446注
7814注

248注
226注

6注

单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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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579150元，中奖总金额为648020元。

中奖注数
504注
385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4201期

中奖号码：363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916874元
和8362040元。

“排列3”、“排列5”第14201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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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中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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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4087期

本期全省销售总额为209474元，全省中奖总金
额为72330元。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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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087期
中奖号码：04 07 31 33 35 09 10

本期投注总额为 174787404 元, 916892029.37
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据新华社电 就部分消费者担忧麦
当劳将供应商从上海福喜更换为河南福
喜，麦当劳在28日午间表示，从上周五
开始全面暂停使用所有福喜中国（包括
其合资公司）的食品原料，中国部分餐厅
因此出现部分产品断货的情形。

麦当劳公关部负责人在回复记者时
说，这一决定是在考虑了外界的担忧之
后作出的。目前，企业正努力调配其他
供应商资源，力求尽快恢复供应。一些
餐厅将会在8月初恢复餐单的全面供
应，而另一些餐厅则可能稍迟。

此前，麦当劳在24日声明终止与上
海福喜的业务合作，将供应商调整为河
南福喜，由此引发一些网民表示担忧。

目前，肯德基和必胜客的母公司百
胜集团已发布声明表示即刻停止向中国
福喜的采购，并对上海福喜的行为严厉
谴责。美国福喜集团也宣布召回其子公
司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所有产
品，并着手针对现任及前任高管可能存
在的失职行为进行内部调查。

本报讯 昨天上午，河南省少数民族企
业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
河南省人民会堂三楼多功能厅隆重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少数民族企业协
会章程》和《河南省少数民族企业协会选举
办法》，选举产生了协会第一届领导班子。
其中，河南省少数民族企业协会会长由中
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华担任。

会上，协会首任会长范华表示，今后协
会将围绕经济发展，充分起到桥梁的作用，
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协会的运作，造就出一
支高素质的经营队伍，多为企业办实事。
同时，他也呼吁会员为协会贡献一份力量，
实现河南少数民族企业的长远发展。

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彭亚平对
协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她相信协会能够
成为会员信赖、社会认可、政府放心的行业
组织，为民族团结事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出巨大的力量。此外，彭亚平还强调，
一定要发挥好协会的各种职能服务社会的
发展，加强自身建设，打造品牌协会，开创
少数民族企业发展的新局面。

河南省少数民族
企业协会成立
□记者 贺笑天 实习生 郭任涵

麦当劳暂停
福喜中国原料供应
部分餐厅产品断货

6月25日中州证券香港上市首日，股价曾一度出
现波动。这除了与当时香港市场悲观情绪浓厚有关
外，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中州证券无法实施“绿鞋”保护
机制。受有关规定的限制中州证券无法进行任何超
发，无法对当天股价进行“护航”。

中州证券昨日股价的上扬与国内经济面的向好
和A股的上扬息息相关。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国
宏观经济正逐步走出低谷，国际大行纷纷调高了今年
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受此影响，上周A股指数出现
连续上涨，成交量持续放大，而券商股历来是股票行
情的放大器，特别是受年内沪港通将要开通的影响，

上周券商板块表现尤为突出。
中州证券作为在香港上市的第4家内地券商股，

将直接受益于沪港通的实施。对此，精明的香港投资
者自然非常清楚。

实际上，中原证券作为国内中上等规模的券商，
其优良质地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拥有良好的成长性、
优秀的管理团队、明显的区位优势、多元化的业务发
展结构、市场化的分配机制和用人机制、强大的执行
力以及独特的企业文化。随着香港市场对其了解的
增多，该公司股价上市第二天就开始上扬，出现六连
阳。

刚刚上市“满月”的中州证券股价强势上扬
昨日每股收2.5港元 股价逐步向价值回归属大概率事件

□记者 李世顶

“这是股市投资机会的一次
初步显现。”刘文科说，“股市投
资的机会来临了。”一个参考指
标是，从美国股市与GDP之间
的关系来观察，GDP与股市应该
是同步的，可是，中国GDP一直
高速成长，即便是今年，仍然有
望保持在7.5%左右。近6年来，
中国股市一直在低位徘徊，这与
国内GDP形成了较长时期的背
离走势，这是不正常的。“从宏观
趋势判断，股市的机会已经来
临。”

面对后市，刘文科表示，在
股市这个动态的市场里，股民不
管是看多上涨，还是获利回吐，
甚至空仓观望，不同的决策都要
考虑一个概率事件，即看多与看
空，均会有机会成本。“考虑眼下
股市的综合信息因素，未来股市
上涨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股民
持仓待涨的机会会大于谨慎空
仓带来的机会。”刘文科分析。

沪指大涨2.41%创年内新高
连续五个交易日上涨，牛市是否到来？
□首席记者 李传金

本报讯 久违
的大涨一扫A股
阴霾。昨日，沪指
大盘跳空高开，从
2135.25点最高升
至2181.50点。截
至收盘，沪指报收
2177.95 点，大涨
2.41% ，深成指涨
3.04% ， 报 收
7808.66点，中 小
板 指 涨 2.17% ，
报收4816.37点，
创 业 板 指 涨
2.24% ， 报 收
1314.53 点，两市
成交 3338 亿元，
同比放大1136亿
元。这已是沪指
连续五个交易日
上涨，一举创出年
内收盘新高。

“一直低迷的蓝筹大盘股的发力，是这次引领大盘上涨的主动力。”
知名证券投资人刘文科认为。“其实，近期市场上已有信息的释放，也给
市场传递了蓝筹股将成为未来引领大盘走势的一个力量。”

实体经济持续获得政策支持，无论是民营银行设立，还是实体经济
转型政策加码，宏观调控政策微刺激组合拳正为A股构建坚实的底部。

同时，资本市场也有政策托底。5月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旨在大力发展多层次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私募市场和期货市场等。

“再从微观观察，一些产业资本看到政策利好，开始布局金融产业，
比如，近期河南以嵩山资本为代表的产业资本要做投融资业务，这就是
产业资本动向的一个缩影。”刘文科介绍。

“微刺激”的市场反应

股市、GDP背离
带来投资机会

本报讯 中
原证券（在香港
以中州证券名义
开展业务）在香
港的股价昨日强
势上扬，盘中创
下上市以来2.58
港元/股的新高，
下午以2.5港元/
股 收 盘 ，直 逼
2.51港元/股的发
行价，为自己的
上市“满月”纪念
日献上了一份意
义非同寻常的贺
礼。

在一家证券营业部内，一名股民喜笑颜开。据新华社

谈到公司成功在香港上市的重要意义时，中原证
券董事长菅明军指出，香港上市使得公司提前两到三
年进入资本市场，长期困扰公司发展的最大瓶颈即净
资本严重不足的难题得到有效缓解，为公司长期稳定
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中原证券的行业影响力和社会知
名度有了质的提升，为公司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打开了新的空间。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州证券股价逐步向其价值回
归属于大概率事件，而其“满月”之时的发力上攻很好
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下一步的发展，菅明军董事长充满信心：“今年
公司要充分利用香港上市的影响和显著增加的资金
实力，进一步壮大自身业务发展基础，特别是抓紧办
好几件大事：包括立刻着手在香港设立分支经营机
构，紧紧抓住沪港通的难得机遇；以直投业务为先导、
高水平发展公司各项业务；向融资融券、股权质押融
资、直投、新三板以及新三板做市等利润增长点加大
资金配置，等等，以加快公司主体业务和创新业务的
发展，确保完成并力争超额完成全年利润目标，以优
异的业绩回馈投资者。”

昨日上扬与国内经济面向好息息相关

股价逐步向价值回归属大概率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