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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27684元，
中奖总金额为203161元。

每注金额
8342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175期
中奖号码

01 03 07 11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中奖注数
7注

562注
7273注

321注
293注

19注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我省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总额为
1273162元。

中奖注数
427注

0注
1363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175期
中奖号码：743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3625168元
和8223028元。

“排列3”、“排列5”第15175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7513注
8813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71注

616

61611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注
0注

28注
12注

373注
159注

15922注
5546注

320606注
108032注

3337319注

单注金额
1000万元

——
277900元
166740元

8121元
4872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5075期
中奖号码：13 14 26 27 33 10 12

本期投注总额为 160238358元,1400549959.03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696566元
11706元
1913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等
每注
金额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5注

23注
219注
398注

2505注

04 30 13 19 12 18 20 22

第2015075期

本期本省销售总额为188546元,本省中
奖总金额为41620元。

全国
中奖注数

2注
17注

208注
693注

6681注
11219注
74634注

8月起A股交易费率将大幅降低
将进一步降低投资者交易成本

核心提示 | 7月1日，证监会转发中金所微博辟谣外资做空A股，称QFII、RQFII利用期指
做空A股市场传闻不实。据统计，这是证监会近4个交易日里第5次回应。7月1日，沪指仍以
下跌223.52点，两市800只个股跌停告终。

7月1日晚，沪、深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宣布拟调降A股交易结算相关收费
标准，8月1日起实施。

7月1日，沪指上午剧烈震
荡，下午开盘后，证监会转发中
金所的微博辟谣，称QFII、RQ-
FII利用期指做空A股市场传闻
不实，“经过排查后发现，南方基
金系RQFII没有在我所开户交
易；包括高盛等机构近期在股指
期货市场中的套保交易符合规
则，没有所谓的大幅做空行
为”。但随后沪指仍一路向下，
最终收跌5.23%。

据记者统计，这是近4个交
易日证监会第5次回应。这一
系列动作始于6月26日的大跌。

6月 26日当天，沪指大跌

7.4%，收盘一个小时后，证监会
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
军便给市场吃了颗定心丸。张
晓军称，市场虽然在短期内出现
较大幅度的回调，但经济企稳向
好的趋势更加明显。

这也是本轮调整以来，证监
会首次官方回应市场运行情
况。随后几天，证监会开始频频
出面回应各种传闻消息。

6月29日，证监会官方微博
发布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答记者
问相关内容，两融风险总体可控
强制平仓的规模很小，沪深两市
强制平仓金额不到600万元，风

险仍然可控。当天沪指仍以
3.34%的跌幅收盘。

当日晚10点，证监会又再
次出面，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
份“答记者问”，称近期股市的下
跌是过快上涨的调整，是市场自
身运行规律的结果。

6月30日，证监会官方微博
又转发了证券业协会答记者问，
称券商可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
提供接口，表示近两周以来强制
平仓金额合计约150亿元，占市
场交易量的比例很小。当日，沪
指绝地反弹，大涨5.53%收盘。

证监会连续发声救市

监管层频繁出面也未能让
沪指在昨日止跌。昨日晚间，上
交所发布消息，沪、深证券交易
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拟
调降A股交易结算相关收费标
准，降幅为30%，8月1日起正式
实施。按照调整后计算，1亿元
成交额节省手续费2090元。

其中，沪、深证券交易所收
取的A股交易经手费由按成交

金额0.0696‰双边收取，调整为
按成交金额0.0487‰双边收取，
降幅为30%。按照调整后收取
手续费计算，若交易金额为1亿
元，节省费用2090元。

同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收取的A股交易过户费由目
前沪市按照成交面值0.3‰双向
收 取 、深 市 按 照 成 交 金 额
0.0255‰双向收取，一律调整为

按照成交金额 0.02‰双向收
取。按照近两年市场数据测算，
降幅约为33%。

民生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李少君分析认为，调降交易结算
收费标准，钱虽少，精神佳。以
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的部门
陆续增加，这不是第一个，相信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Y

据新京报

1亿元交易额省2090元

东方IC供图/Y

证监会：
允许两融合约展期

据新华社电 中国证监会
新闻发言人张晓军1日晚间表
示，证监会将进一步扩大证券
公司融资渠道，具体措施包括
扩大券商短期公司债券发行试
点和允许券商开展融资融券收
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

张晓军说，根据证监会《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规定，前期有20家证券公司开
展了发行短期公司债券试点，
效果较好，因此，证监会1日决

定，试点扩大到所有证券公司，
允许其通过沪深交易所、机构
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等
交易场所发行与转让证券公司
短期公司债券。

他表示，根据证监会发布
的《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
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
定》，允许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
券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进
一步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
确保证券公司业务稳步开展。

证监会:
扩大券商融资渠道

据新华社电 中国证监会
1日晚间发布修订后的《证券
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
明确已开信用账户但证券类资
产低于50万元的客户可以继
续从事融资融券交易，取消投
资者维持担保比例低于130%
应追加担保物的规定，并不再
将强制平仓作为证券公司处置
客户担保物的唯一方式。

根据证监会提供的新闻
稿，《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公开
征求意见始于6月12日，原计
划于7月11日截止。按照证
监会《证券期货规章草案公开
征求意见试行规则》第5条的
规定，证监会规章征求意见时
间原则上为15日，但因情况特
殊，需尽快发布、施行的除外。
考虑到目前市场运行情况，根
据市场和监管工作需要，证监
会决定于2015年7月1日发布
《管理办法》，并自公布之日起
实施。

《管理办法》明确，证监会
建立健全融资融券业务的逆周
期调节机制，对融资融券业务
实施宏观审慎管理。证券交易
所根据市场情况对保证金比
例、标的证券范围等相关风险
控制指标进行动态调整，实施
逆周期调节。同时要求证券公
司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对各项
风险控制措施进行动态调整和
差异化控制。

《管理办法》规定，合理确
定融资融券业务规模。将融资
融券业务规模与证券公司净资
本规模相匹配，要求业务规模
不得超过证券公司净资本的4
倍。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证
券公司，可维持现有业务规模，
但不得再新增融资融券合约。
证监会表示，截至5月底，全行
业净资本0.97万亿元，据此测
算，全市场融资融券业务规模
还有增长空间。

《管理办法》允许融资融券
合约展期。在维持现有融资融
券合约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的基础上，新增规定，允许证券
公司根据客户信用状况等因素
与客户自主商定展期次数。

为了优化融资融券客户担
保物违约处置标准和方式，《管
理办法》规定，取消投资者维持
担保比例低于130%应当在2
个交易日内追加担保物且追保
后维持担保比例应不低于
150%的规定，允许证券公司与
客户自行商定补充担保物的期
限与比例的具体要求，同时不
再将强制平仓作为证券公司处
置客户担保物的唯一方式，增
加风险控制灵活性和弹性。

此外，本次修订进一步强
化了投资者权益保护，完善了
现有风险监测监控机制，结合
业务实际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禁
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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