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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72960元，
中奖总金额为24475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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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25586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567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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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576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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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096期

中奖号码：796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888018元
和8974672元。

“排列3”、“排列5”第15096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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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57324325 元,1189775444.99
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本报讯 为帮助企业更好
地了解税收政策，提高企业所
得税整体申报水平，近日，郑州
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税局
连续举办4场2015版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系统培训会议。

今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下发通知要求，扩大小型微
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相关政策，
并要求各级财政、税务部门及
时跟踪、了解优惠政策的执行
情况，对于此项政策执行过程
中发现的新问题要及时反映，
以确保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为切实做好2014年度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培训

结合纳税人的需求，从汇易通
软件适用的操作系统、软件的
下载、安装、运行以及操作流
程、财务报表的报送质量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对具体
操作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进
行了有针对性地讲解，并现场
解决纳税人的问题和盲点，进
一步提高了纳税人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的办税效率以及办税
质量。

据介绍，这是郑州高新区
地税局首次举行的针对企业的
视频培训会议，高质量的培训
效果取得了纳税人的一致好
评。

政策与行情的双重刺激下 投资者的热情被点燃

“一人多户”实施首日开户数大增

□记者 古筝 文 记者 白周峰 实习生 吕秋娴 摄影

核心提示 | 昨日，作为“一人多户”实施的首日，沪指终于站上了4100点，再创7年来新
高。政策与行情的推动下，投资者的热情被点燃。

新规下，有多少愿意“吃螃蟹”的投资者？该政策能给市场带来哪些影响？都是值得关注
的焦点所在。为此，记者走访了郑州多家券商营业部。

昨日，郑州市黄河路一家证券营业厅内，前来办理开户等业务的股民排起长队。

昨日，A股市场行情继续
火爆。也正因为牛气十足的
行情，某券商经纪业务部门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开户量
的暴涨并不足为奇。“由于新
规公布得比较突然，许多股民
也是刚刚听说，而不少证券公
司今天都在开会商讨应对之
策。所以说，仅从开户量的增
长方面看，有多大比重是因为

‘一人多户’的实施，还不太好
说，需要观察几天”，上述人士
表示。

此外，据其介绍，“一人多
户”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讲，除
了增加便利性之外，影响似乎
并不太大，真正影响的是那些
大户。“多开几个账户，如果资
金量有限的话，没什么意义。
即便是打新股，也需要足够的
资金支持”。上述人士表示。

尽管如此，在不少行业人
士看来，新规对于券商的影响
则是实实在在的。一位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新规势必会引
发券商间的佣金战。除此之
外，其所在公司也在开会商讨
如何通过增值服务来留住客
户。

在农业路与政七街交叉口
附近的华泰证券营业厅内，来
开户和办其他业务的人挤满了
整个休息区。一位客户经理告
诉记者，这两天来开户的人太
多了，今天光她就接待了60多
个新开户的投资者。

“现在股市行情太好了，来
开户的人非常多，你看这都快
两点了，我忙得连午饭还没
吃”，在与记者谈话的同时，她
还在忙着给开户人的手机下载
客户端。

记者按照她的介绍，也体

验了一把手机开户的流程，结
果记者的手机显示，前面等待
者还有32个，稍后一刷新，又
变成了36个。

在中原证券的经三路营业
部，一楼的大厅已被等待办业
务的人坐满。而几位客户经理
都在为新开户的投资者办理业
务。据大厅经理介绍，当天该
营业部的开户量比前两天多出
10个左右。“有可能是‘一人多
户’影响，还有就是因为最近行
情好”，该经理向记者解释道。

客户经理 | 快两点了还没吃上午饭

而对于投资者而言，对于
“一人多户”的理解，还远未到
行动的层面。在某交易大厅，
一位资深股民告诉记者，其目
前还没有多开账户的打算。“资
金有限，开那么多账户干吗，我
又不做庄”，上述人士玩笑般地
解释道。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新规对
于投资者来讲，是一个利好。
甚至不少人将其当成了与券商
讨价还价的“利器”。一位股民

告诉记者，自从听说“一人一
户”解禁的消息后，他就在打听
和比较其他证券公司的“佣
金”，如果差得比较多的话，会
考虑到其他公司开户。此外，
也有投资者告诉记者，自己准
备多开几个账户，专门打新股，
这样几率似乎高了不少。

而在网络论坛上，更有投
资者抱怨，“‘千分之三’好多年
了，我要跟券商谈谈，如果不降
的话，马上踢走它”。

股民 | 会考虑，但还需要观望

券商 |
用增值服务留住客户

郑州高新区地税局举办培训会
帮助纳税人了解税收优惠政策

□记者 田园 通讯员 李琳 宋全新

买下“洋货”快递一日送达
郑州打造新型O2O跨境购物中心

□记者 杨霄

本报讯 郑州已成为洋消
费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新码
头”。 昨日，来自全球约40家
跨境贸易商相聚于郑州中大门
保税直购体验中心，共同拉开
了2015中国（郑州）跨境电商
首届O2O展会的帷幕。“24小
时本地达、48小时覆盖全省及
周边省份”，中大门无疑为洋消
费品打开了一扇入境的“穿越
门”。正因此效率与市场机会，
网易在展会上正式宣布将旗下
考拉海购的跨境物流仓落户郑
州。

中大门正在升级为国内的
超级洋货卖场。昨日，在此举
办的2015中国（郑州）跨境电
商首届O2O展会，揭开了它的
全新模样。而此前，它曾以“E
贸易体验中心”的题材有过测
试经营。今年年初经过了新一
轮改造，并重新定位为O2O跨
境购物中心，在昨日进入试营
期。

什么是O2O跨境购物中
心？记者的现场体验是，它很
像“免税店+现场网购”：入场
需提供身份证，很多“E贸易”
类型的商品不能在现场提货，
而需现场下单后另填写配送地
址，在家坐等快递。

相比一般免税店，现阶段
它的品牌阵容还不够华丽，名
包、豪表缺位。但它的优势则
是规模与商品丰富度，母婴用
品、食品、化妆品、鞋服等日用
品一应俱全，玛莎拉蒂、阿斯顿
马丁、路虎也在场内“站台”。
与纯海淘网购相比，它为消费
者与洋货之间创造了沟通方
式，可穿、可试、可感知。当然，
核心特点是正品、价格与送达
效率。

记者看到，中大门已为加
拿大、美国、韩国、马来西亚开
设专营馆，聚美优品、万国汽车
也在此设立了体验中心。

近40家跨境贸易商推出
海量洋货，包罗万象。但市场
新秀考拉海购的出现，着实令
人意外。

在昨日会场上，考拉海购
公共关系负责人宋涛称，该公
司计划在2个月内，完成在郑州
仓筹备进驻。郑州仓的职能，
将是辐射中西部省份。这意味
着，继聚美优品后，网易成为进
驻郑州的第二家巨头级网企。

“海淘经济的内容太丰富
了，没人能一家通吃。”宋涛称，
抢在阿里、京东这些寡头成熟
之前，网易要分一杯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