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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66362元，
中奖总金额为3436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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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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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575058元，中奖总金额为6839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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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4250期

中奖号码：180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246252元
和9110252元。

“排列3”、“排列5”第14250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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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销售额为 7659562 元，奖池累计金额
1775613元。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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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159408053元,709422417.43元
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据新华社电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9月16日打
开。近期国际原油价格维持低位震荡，受此影响，一揽子
原油价格变化率运行在负向区间。市场人士预计，国内成
品油价格或将迎来年内首次“四连跌”。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15日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9月12日，一揽子原油价格变化率为负2.20%。新华社
石油价格系统测算，9月16日是本计价周期的第十个工作
日，汽柴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根据目前一揽子原油价
格变化率情况，预计本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幅度将超过
110元/吨。

如果下调最终明确，这将是今年以来第8次下调国内
汽柴油价格，也将是今年以来成品油价格的“四连跌”。本
轮调价周期内，美国能源情报署、欧佩克、国际能源署相继
发布月度报告下调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市场担忧原油
供应过剩，对国际油价形成打压。虽然利比亚、伊拉克的
动荡局势持续，但推涨油价的动力有限。

我国于2013年3月底出台完善后的成品油价格形成
机制。按照新机制，国内汽柴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
格变化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当调价幅度低于每吨50
元时，不做调整，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新机制运行一年多来，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经历了11
涨13跌12次搁浅共计36轮调价周期，其中汽油价格累计
每吨下调370元，柴油价格累计每吨下调375元。2014年
以来，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已经历7次下调4次上调6次搁
浅。

进入7月份，国内汽柴油价格已连续三次下调，90号
汽油和0号柴油零售价格（全国平均）累计每升分别降低
0.4元和0.45元。

市场机构金银岛认为，此前成品油零售价已遇三连
跌，各地汽柴油批发价格下行空间有限，加之当前为传统
旺季，所以调价兑现之后汽柴油批发价格波动有限。

本报讯 昨日，中日铜加工企业首次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在上海举办，世界产能最大的制冷铜管
行业霸主金龙集团，与同样是知名国际大企业的
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日立电线株式会社，就重
组日资上海日光铜业公司及下一步的战略合作达
成协议。据双方合作的意向，日资上海日光铜业
公司71%资产进入金龙，日立电线、古河电气共同
拥有29%的股份。

据悉，日资上海日光铜业是一家年产一万吨
制冷用铜管的生产企业，与金龙集团产品相同，产
业相似。其主要客户为松下、日立、夏普、三菱、富
士通、三洋等日资企业。“金龙集团纳日光铜业于
自己生产、营销的体系中，除了该企业的产能外，
更看重的就是与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在其他领
域的合作空间。”金龙集团董事长李长杰表示。

本报讯 9月15日，中国粮油行业食品品牌
发展论坛在长沙召开，一加一天然面粉公司董事
长王刚受邀参加会议，并做了主题为《一加一品
牌成长给食品行业的启示》的专题发言。据了
解，此次一加一受邀参加全国的品牌论坛，是由
于天然面粉在河南受到消费者欢迎，得到了国内
食品深加工企业和中国粮油学会的高度关注，因
此，中国粮油学会营销技术分会邀请一加一天然
面粉董事长到长沙做专题发言。

据了解，一加一天然面粉目前和克明面业、
玉峰食品、康师傅、思念、三全等食品深加工企业
保持着常年战略合作关系。天然面粉已成为国
内粮油行业的标杆，农业是河南的优势，河南也
将有更多的粮油品牌在中原大地快速成长。

本报安阳讯 9月15日，安阳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与找钢网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安钢会展中
心举行。据了解，在合作期内，双方将在电子商
务平台对接、资源共享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安钢集团是我省最大的精品板材和优质建
材生产基地，年产能超过一千万吨。此次安钢与
找钢网达成合作，是希望借由第三方交易平台，
完成在传统渠道之外的现货产能对接，直面市场
终端用户，有效减少库存及销售成本，提振钢材
销售，扩大市场份额。

据了解，安钢和找钢网的此次战略合作，必
将发挥各自的资源、品牌、平台优势，扩大双方的
市场影响力，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合作共赢。

河南一加一天然面粉
受邀参加食品行业品牌发展论坛

□记者 赵黎昀

安钢与找钢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记者 高志强

金龙集团重组上海日光铜业

□记者 万军伟

成品油价格或迎来“四连跌”
预计本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幅度将超过110元/吨

产业动态

湖北首套房贷款利率可打7折 契税减半
业内人士：对楼市提振效果还要看信贷释放情况

9月15日，湖北省住建厅发布《关于促进全省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即日起按照

“一市一策”要求，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其
中，将支持合理住房消费，居民如购买首套房，贷款利率
可低至7折。个人购买家庭唯一普通商品住房的，减半
征收契税；个人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家庭唯一普通商品
住房的，契税按1%税率征收。

《意见》还指出，要加强分类调控，武汉市要根据市场
变化适时调整放开住房限购等政策，稳定市场预期，确保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另外，《意见》提出，各商业银行要配足个人住房贷款
额度，加快受理、审批和发放，对已签订贷款协议的个人
住房贷款，原则上要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放
款。支持异地购房者在购房所在地商业银行办理个人住
房贷款。

同时，加大住房公积金制度对职工购房的支持，如简
化公积金业务手续，改进担保、抵押方式，对使用公积金
贷款首次购买普通商品住房的职工，适当提高贷款额度、
放宽贷款期限。

在湖北本省范围内异地购房的家庭，可使用缴存地
住房公积金办理贷款。探索缴存职工购房时同时申请使
用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有效发挥住房公积金在家庭
代际间的互助作用。L 据长江商报

进入传统的金九银十的楼市旺季，但近期多家机构调
研却表示市场库存仍持续攀升、需求观望气氛浓烈，市场压
力仍未消解。

第一轮39个城市取消限购措施后，近段时间，四川、福
建，武汉、绍兴、包头等地发文，通过财政、税费补贴等形式
刺激楼市，托市尺度越来越大。

北京中原地产市场研究总监张大伟表示，从目前各地
房地产的降温情况看，预计后期起码还会有10个以上省份
发布省级房地产健康发展意见。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则认为，在楼市
低迷，商品房库存压力巨大情势下，地方政府要求商业银行
放开开发贷款额度、规模，这条很难办到，毕竟住建部无权
要求商业银行同时约束非本省银行金融政策。

“在第一轮松绑限购后，第二轮松绑政策主要特征为各
省出台的地方细则，主要内容基本为增加购房补贴、降低公
积金利用难度，要求商业银行降低商贷利率。”张大伟说。
而湖北此次调整政策，虽然会对市场有信心提振，但实际结
果依然要看信贷释放情况。 据北京媒体

第二轮楼市松绑潮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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