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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36078元，
中奖总金额为2134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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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42178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18286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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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3924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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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355期

中奖号码：344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416320元
和9508076元。

“排列3”、“排列5”第15355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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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73577818 元,2169835751.0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记者 王永安

捐资超三千万助力互联网
公益、为年轻人搭建梦想舞台、
苏宁易购领“鲜”将查干湖鱼销
往全国……

岁末年初之际，苏宁三大
鲜招辞旧迎新，继往开来。

12月26日晚，“苏宁25周
年青春宣言”战略发布会在南
京大学体育馆举行。苏宁控股
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在晚会现场
发表了自己的青春感言。

张近东表示，25年来，苏宁
坚持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修桥
筑路建校舍，资助上万名大学生
完成学业，帮助了数十万的农民
脱贫致富，并坚持为国家的艺
术、体育和素质教育贡献力量。
如今“阳光1+1”活动，已经融入
苏宁人的血液；而“互联网+公
益”，则代表着苏宁人在公益道
路上全新的探索与创新。”

张近东也在现场发布了苏
宁2016年的公益战略，其中包
括足球1+1、善行者、梦想大篷
车、“互联网+社区”扶贫等四个
重点项目，总捐助金额达3461
万元。据了解，截至 2014 年
底，苏宁已累计对外捐助11亿
元。

“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有
创造未来的勇气，苏宁就愿意
成为你走向成功的天梯！”在苏
宁25周年庆典上，苏宁董事长
张近东正式发布“青春宣言”。

为支持年轻人的创新创
业，苏宁将率先在南京总部基
地周边建设苏宁创业营，打造
集小型办公、餐饮、休闲于一体
的创客空间，并逐步向北上广
深拓展。苏宁创业营首期启动
资金3亿元，聚焦O2O融合、智
能硬件、文化创意和二次元、互
联网等创业项目。在创业孵化
期，“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不仅可
以免费获得云计算、大数据、财
务等配套服务，还可以借助苏宁
旗下PPTV聚力的互联网传播
平台积聚人气，吸引三亿用户的
关注。晚会现场，由张舒、姜宁
带来的微型啤酒机项目在同台
PK中胜出，率先进入苏宁创业
营。明年，苏宁还将在全国启动
优秀创业项目海选，现场已经有
3000名大学生收到苏宁的10
万现金创业邀请。

据了解，为此次查干湖鱼
的电商首销渠道，苏宁易购大
聚惠频道将从12月28日开始
正式对外出售查干湖鱼，原产
地直采，全冷链物流配送。

A股2015年大起大落，股民
亏了还是赚了?某炒股软件最新
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这一年全
国股民人均盈利20222元，盈利
率为12.41%。其中，上海股民最
会赚钱，人均盈利达到39950元。

虽然2015年的A股遭遇断
崖式下跌，但前段的“疯牛”和后
段的“慢火”还是让盈利数据颇为

“亮丽”。和该炒股软件去年底的
统计相比，全国股民的人均盈利

由不足万元的 9485 元跃升至
20222元，收益翻番。有赚钱的，
就有亏钱的。统计称，今年炒股
盈利的股民比例为62%，亏损比
例为38%。在所有盈利的股民
中，盈利率在20%以内的股民占
据多数，达到46.52%;在亏损的
股民中，亏损在20%以下的股民
也占据大多数，占比 51.84%。
赚到钱的股民中，有70%盈利在
5万元以内;亏钱的股民中，有

80%亏损在5万元内。
“哪个省市股民最能赚”？跻

身前五的分别是上海、浙江、辽
宁、西藏和海南。Y 据第一财经

还记得股灾期间的那一道
“减持禁令”吗？今年7月8日，证
监会发布的18号文规定：“从即日
起6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
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
减持本公司股份。”2016年1月8
日就是这一减持禁令的到期日。

“我们已在12月份逐渐降低
仓位。”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对记者
表示，A股的反弹已经持续了一
段时间，减持令解除之后，必然会
有不少大股东减持套现。

在禁令即将解除之际，一些
公司的大股东已“跃跃欲试”。易
联众12月23日发布公告称，持股
5%以上股东古培坚为了个人投资
新项目和理财需求，拟在2016年

1月11日至2016年7月10日，减
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9.77%。

Wind 数据统计显示，在
2015年7月8日至12月31日期
间，限售股解禁的上市公司共有
524 家，解禁股数合计 841.2 亿
股，解禁市值合计 11900.15 亿
元。通常限售股密集解禁期被认
为是市场抛压增大的风险期,应
回避哪些股票？

《财商》统计显示，在减持禁
令期间，限售股解禁的上市公司
共有524家，其中剔除解禁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小于5%的公司之
后，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公司共
有120家，这批股票很可能在限
制解除后遭遇大股东减持。再剔
除明年1月份仍受限于“不减持”

承诺的公司，包括今年7月份以
后大股东等进行过增持的公司
等，有 30多家公司有减持的可
能，这些公司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这些公司解禁部分限
售股占总股本比例大于20%。大
比例的限售股解禁，对公司股价
有形无形间都会形成一定的冲
击。第二，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个
人。一般而言，个人股东减持冲动
更大。第三，这些股票今年以来累
计涨幅超过50%。涨幅大，伴随
着估值和股价压力就较大，继续向
上空间受限，而产业资本高位减持
的意愿较为强烈。对这些市场流
通盘冲击较大或变现条件成熟的
股票，在解禁期前后建议适当回
避。Y 据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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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物资

磁王磁铁厂价
13137158563、 66999250

培训招生 ●2016成人专本科15324811649

招聘

●聘中西执业医师13803840167

家教

●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抵押贷款

●贷款56777787手续简便欠款
房再贷新老房车银行息额高

●身份证房车贷款快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工商咨询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各类资质专办13613868402
●医疗器械资质专办60583056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工商注册记账15903639100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办理各种资质15517559996
●免费快办公司 63702222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 代 理 记 帐 1359268466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 疗 器 械 13937154075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

修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资质快办咨询
建筑●水利●电力 86099688
市政●公路●通信 86099988
机电●消防●照明 86099088
钢构●防水●环保 86099288
输变电●装修装饰 63863366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苏宁三大鲜招迎新年

全国股民人均盈利20222元


